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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From Editor in Chief） 

 

推動心理諮商本土化的行動策略 

The Promotion Strategy for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王智弘 

Chih-Hung Wang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ethicgm@gmail.com） 

 

人之研究的整體觀點 

在華人的傳統哲學思維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只是儒、釋、道均有此觀點，傳統中醫

學亦有此主張，比如《黃帝內經》即有「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靈樞·刺

節真邪〉，「與天地如一」〈素問·脈要精微論〉的論述。也就是華人的文化傳統對於人與

自然之間有一種整體觀，對於人的了解或對人的研究也是抱持一種整體的觀點。 

而西方的學術傳統則將有關「人」之研究範疇切割成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三大領域，

就心理學領域而言，黃光國（2015）認為有三次大的典範轉移：第一波是行為主義心理學，

其哲學基礎是「實證主義」（positivism）；第二波是認知心理學，其哲學基礎是「後實證

主義」（postpositivism）；第三波是本土心理學，其哲學基礎是「多種哲學典範」（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黃光國認為本土心理學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在全球化時代，應

依照文化心理學「一種心智，多種心態」的原則（Shweder et al., 1998），以「多種哲學典

範」的觀點整合西方三大學術傳統常用的哲學典範，包括：「後實證主義」（心理學）、「詮

釋學」和「批判理論」（社會學）、以及「結構主義」（人類學），建構既能說明人類普世

心智（universal mind），又能說明特定文化心態（specific mentalities）的「含攝文化的理論」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以克服現代心理學之父馮德（Wilhelm Wundt, 1832-1920）未

能以科學方法研究文化的難題，並整合Vygotsky（1896-1934）所主張的「意圖心理學」

（intentional psychology）和「科學心理學」（causal psychology）。此等科際整合的本土心

理學研究取向，可望還原對人之研究的整體觀點，而有利於整合東西方的學術傳統，以建構

出本土心理學的新理論與新風貌。 

 

推動心理諮商本土化的行動策略 

心理諮商（諮商心理學）的學理是建立在心理學的基礎之上，心理學本土化（本土心理

學）的運動自然對心理諮商本土化深具啟發與影響，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策略，經參考黃光

國（2003，2009）所提出的本土心理學研究的知識論策略：哲學的反思、理論的建構、實徵

的研究之觀點後，以提出東方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的研究策略為（王智弘，2014）：（1） 

善用東方哲學中的傳統智慧為題材，並以西方科學哲學為研究之知識論基礎；（2）進行既

能代表普世的人類心智，又能表現特定文化人群的特殊心態（黃光國，2011；Shweder, et al., 

1998）之本土諮商心理學理論建構；（3）進行能驗證本土諮商心理學理論的實徵研究，而

要持續支持上述的研究策略，亞洲與華人地區應積極發展可支持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發展的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2015, vol. 7 no. 3, pp. vi-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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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專業學會、學術期刊、學術研討會或工作坊、培訓課程與學位學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在新任系主任黃宗堅教授之籌畫下，提出了成立本土

諮商心理學研究中心的構想，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也將於2016年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合辦第一屆的本土諮商心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而台灣心理諮商季刊亦有計畫轉型

為本土諮商心理學季刊，因此，上述推動心理諮商本土化的行動策略中尚待啟動的行動是成

立專業學會與專業課程。 

本期刊物專題為「應用行為分析」，早期稱之為「行為改變技術」，早期用語較具權

威與操弄的意味，現已改稱，本期有兩篇專題文章：「The Effects of Self-management on 

Communication Skills Across Home and School Settings for A Student with Autism」、「輕症自

閉症光譜青少年生涯探索團體輔導方案之行動研究」，兩篇文章都是應用行為分析運用於

自閉症的研究報告，是兼具學術研究與實務價值的研究成果，深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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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行為分析與生涯輔導的相遇─ 

服務身心障礙者的啟示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Joins the Career Counseling- 

The Implications for Providing Servic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鳳 華 

Hua Feng 

（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hfeng256@gmail.com） 

 

一、前言 

應用行為分析（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ABA〕）是以科學為基礎、社會關懷為

核心，強調以系統分析資料為方法，為各種需要的學習者提供高效能的教育服務，更

是不遺餘力的促進身心障礙者的全方位有效介入，提升個人生活品質。金樹人（1997；

2011）表示生涯輔導可透過一對一或是團體輔導的方式，由專業的諮商輔導人員，結

合其專業知識，提供系統化的計劃，協助個人了解自己、經由生涯決定的能力，決定

個人生命歷程中要扮演的角色及追求的職業、選擇適合的生活方式，克服和生涯準備、

生涯試探、生涯選擇和生涯適應有關的困難與問題，增進個人幸福及社會福祉。當中

「克服和生涯準備、生涯試探、生涯選擇和生涯適應有關的困難與問題」即是一連串

適應與學習的過程，學習原理則是輔導過程中的重要基礎，而應用行為分析提供了完

整的學習原理與技術，為生涯輔導提供一具體化的執行方向。 

 

二、應用行為分析與生涯輔導 

應用行為分析是以個體的行為為關注的重點，該學門強調行為是個體與環境互動

的結果，是動態的彼此影響，強調對行為的了解需與環境經驗做連結。生涯輔導中，

亦強調個體對於各種經驗的覺察與反思，而個體對自我的理解要能回到個體的實際生

活經驗（金樹人，2011）。以下筆者依據個人實務經驗及文獻資料整理應用行為分析學

理對生涯輔導可能的貢獻： 

 

（一）ABA 使生涯輔導著重於個體與環境互動的關係 

ABA 強調行為與環境互動後的功能關係，使生涯輔導的探索中，可以回到事件的

當下，看到行為與環境的彼此影響，並進而覺察其對個人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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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BA 使生涯輔導的個體能達到符合社會期待的生涯適應 

ABA 的特點之一是改善個體的行為及生活到有意義的階段，當中特別強調行為須

具有社會的重要性（Cooper, Heron, & Heward, 2007），相當符合生涯輔導的意涵，也更

聚焦在具有社會意義的面向。 

（三）ABA 的概念使身心障礙者之生涯輔導具體可行 

以往生涯輔導須要排除個體認知的障礙，對於身心障礙的族群中，認知障礙者則

為大宗，要如何讓身心障礙者亦能享有生涯輔導的服務並能依其需求提供必要的輔導

策略之調整，以達成平等的教育權益，應用行為分析則提供具體可行的輔導策略。 

 

（四）ABA 增進對生涯輔導之效能評估 

生涯輔導對於對特殊群體如何提供一合理可行之研究方法學，使能評估介入的有

效與否。應用行為分析的方法學單一受試研究法，可以提供重義的指引，其特點可以

讓生涯輔導進行客觀及具體化的效能評估，其中包含：強調個別化的需求與介入、能

深入探究個體與環境互動的變化、實驗設計本身能有效控制無關變項的影響、圖示法

清晰易懂，並能隨時檢討介入的適切性最後，單一受試研究法強調社會效度，使個體

的重要關係人起參與改變的歷程，個案亦可一起加入介入計畫之討論或紀錄，即自我

紀錄的方式（Cooper et al., 2007; Horner et al., 2005）。 

 

三、生涯輔導的服務內涵與應用行為分析 

生涯輔導是協助個體找到個人生命的道路，生涯輔導的服務內涵首要是協助個體

了解自己、了解職業世界，對於生涯抉擇中需要培養做決定的能力，在謀職的過程則

需要具備謀職技巧與策略，在職場中則須具備人際問題解決及生活適應的能力。對於

身心障礙者，特別是認知障礙者，如何能從生涯輔導的服務受益，應用行為分析提供

具體可行的做法。以下就針對應用行為分析在生涯輔導可以使力的方向，協助實務上

之問題解決，以及對身心障礙者而言的生涯輔導內涵及介入方向，進行討論。 

 

（一）生涯輔導項目與應用行為分析 

表 1 整理了生涯輔導的項目，以及應用行為分析可以使力之方向及解決之重點。

其中生涯輔導的項目涵蓋協助了解個人、協助了解職業知識與世界、培養做決定的能

力、培養謀職策略、人際問題解決能力及生活適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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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涯輔導項目與應用行為分析 

生涯輔導項目 ABA 之運用 解決之重點 

協助了解個人 從行為切入而非抽象

特質的描述 

著重行為與環境互動的發展歷史，跳

脫抽象特質或構念的限制，解決測驗

構念與自我構念的不一致現象。 

協助了解職業

知識與世界 

職業分析 

工作分析 

將職業分類典中對職業類別的介紹以

工作分析方式，更加具體明確的呈現。 

培養做決定的

能力 

行為分析 

行為演練 

自我管理訓練 

將做決定的能力具體化、步驟化，以

行為分析及行為演練的方式協助個體

培養做決定的能力，自我管理訓練則

是一系統化的方式。 

培養謀職策略

與技巧 

工作分析  

示範／演練／實作 

以工作分析將謀職技巧具體化，並配

合示範（現場示範或是影帶示範）、演

練實作及及時回饋協助個體建立謀職

技巧。 

培養人際問題

解決 

自我監控及自我教導 除了提供停、看、聽、想的問題解決

步驟外，增加自我監控、自我紀錄及

自我教導，使後設認知能力產出，增

進自我覺察力。 

生活適應 行為塑造與行為連鎖 行為塑造可以有效協助個體形塑各種

生活適應能力，行為連鎖則可協助個

體有效學習各個生活面向的技能。 

 

（二）身心障礙者生涯輔導內涵 

對於身心障礙者之生涯輔導，除上述服務外，應增加下列服務：（1）協助了解個

人，特別是對障礙的認識（Cinamon & Gifsh, 2004）；（2）協助維持工作的能力（Cinamon 

& Gifsh, 2004; Wolffe, 1997）；以及（3）自我決策的發展（Kilsby & Beyer, 2002）。其

中對障礙的認識與接納，是身心障礙者了解自己並能走出自我限制的第一步，應用行

為分析著重行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其基本理念首重環境的適切安排，並需要因應不

同個體的需求而調整環境，且環境的安排必須要積極正向，環境的適切調整與支持可

以協助個體對環境的適應力，並進而增加對自我的接納與認同，同時引發自我發展的

學習動機及並達成生涯。 

協助身心障礙者維持工作的能力，則是另一個生涯輔導的挑戰。應用行為分析的

動機操作及後效增強的原理可以有效提供維持工作技能的策略，例如將每月薪資調整

為每週薪資或甚至是每日薪資，以及時的方式讓個體的工作行為受到增強，以持續維

持工作行為，就是以後效增強做為動機操作的具體方式；或是以討論方式條列出個體

未完成的心願（可以是從生活的必需品、到大的目標，如探訪各地景點等），以完成心

願做為維持工作的動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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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則是另一個身心障礙者生涯輔導的重要課題。如何能切實依個體的自我偏

好做選擇，並找到屬於他個人的生命方向，環境的適切安排亦是重要關鍵。首先必須

要先確認環境是否提供該個體與一般人等同的充分選擇機會，例如針對職業選擇，必

須要先確認個體已經有機會體驗各種職業，再從當中作出選擇，如此的選擇才是真正

公平，且確實依其個體的自主性所做出的選擇。如何做選擇，偏好評估（鍾儀潔、鳳

華，2012）則提供具體了操作方式，讓認知受限的個體依舊可以充分表露其個人的偏

好。後續亦有相關研究將偏好評估應用在低口語的身障者職場工作的選擇（Lattimore, 

Rarsons, & Reid, 2002），亦是一值得參考的作法。 

 

四、應用行為分析的具體運用 

身心障礙者，特別是認知障礙者在過往的經驗中是被生涯輔導排除在外的。然而教

育及輔導的理念都是以個體的最大福祉為依歸，並享有同等的或更優質的服務，讓認

知障礙者也能享受生涯輔導的服務，並在服務中受益。以下則整理國內外有關身心障

礙者生涯輔導、生涯適應的相關議題，並選取結合應用行為分析的策略依序說明如下： 

 

（一）辨識訓練 

ABA 認為辨識訓練就是形成概念的基礎，其中包含刺激區辨及刺激類化。例如，

在初步建立諮商關係初期，認知障礙者對諮商及諮商師沒有概念，因此，需要協助個

體認識何謂諮商及諮商師。當中就運用刺激區辨的方式協助受輔者建立諮商的概念。

例如，對諮商概念的建立，最簡易的方式就是能去辨識諮商與上課的不同；而諮商師

概念的建立則需要辨識諮商師與朋友的不同，諮商師與老師的不同等（張瑋珊，2007）。 

區辨訓練中另一個重要的課題為提示系統的使用。藉由各種提示方式，可以幫忙

個體建立新的概念。例如，夢想對認知障礙者是個抽象的概念，因此，將夢想具體化，

以生日許願的比擬方式讓個體理解何謂夢想，並運用生日許願的具體圖像（視覺提

示），讓當事人在生日蛋糕上寫下自己的願望，讓「夢想」具體化（張瑋珊，2007）。 

提示系統可大量運用在促進生涯探索歷程的進展，例如，要建立個體對諮商的守

時行為，則採用作息時間表及圖示引導的方式，請他自己畫一張行事曆，在下次預定

的諮商時間註明記號，作為提示，如果沒有忘記而且準時到達，就會獲得一個微笑記

號，搭配後效增強，讓受輔者能確實遵守約定。在進行諮商的過程中，為讓受輔者能

充分理解輔導員的提問並能充分參與，各種圖示的使用對於增進個體的理解有很大的

助益。 

file:///C:/Users/hfeng/Desktop/采兒青兒夢想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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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仿概念的運用 

人類的各種行為表現及語言發展大多是透過模仿（imitation）而習得，依據Holth

（2003）及Cooper等人（2007）的看法，模仿必須是（1）呈現一個示範（model），為

引起模仿的前事刺激；（2）模仿反應必須在示範之後立即出現；（3）模仿的行為與示

範在物理性質上具相似性；（4）示範必須是模仿的控制變項；最後（5）在沒有增強歷

史情況下，學習者能做出他人所示範的動作。其中的示範可以是計畫式（planned）或

是非計畫式（unplanned）的。計畫式的示範或楷模是預定好的前事刺激，可以正確的

示範教導學習者該如何做，以幫助學習者獲取新的技能或是修正現有的技能（Cooper et 

al., 2007）。像許多教學影片、勵志圖書都是屬於計畫式的示範，書中或影片中的示範

者提供了正確的範本讓兒童自然去模仿（LeBlanc et al., 2003），藉以學習適當的行為。

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的生涯挑戰常是人際互動及社區適應，如何經由適當的訓練，快速

習得這些適應技能，計畫是模仿應是一可行之路。 

應用行為分析領域目前運用最廣也具實證研究支持的計畫式示範，就是錄影帶示

範教學。錄影帶示範教學的四大特點（引自鳳華與洪雅惠，2015）：第一，錄影帶示範

具有高度的吸引力，能引發學生內在的學習動機；第二，錄影帶示範是預先計劃好的，

可以依據學生的特殊需求而設計，拍攝方式可以排除不必要的干擾刺激，只聚焦在學

生需要看的重點，讓有過度選擇問題的特殊學生，可以依據明顯的視覺影像與線索產

生模仿反應；第三，影片可以呈現明顯的動作計畫程序，讓學習者不再是片斷式的學

習，而可以完整的觀看行為的全貌；第四，錄影帶示範教學因為操作程序簡單、經濟

實惠，且能反覆播放示範影片提供演練（複習）的機會，因此適合在各種情境下實施，

特別在一般學校情境也能順利實施，因此頗受普通班教師的肯定。 

運用在生涯輔導的例子如：自我介紹的示範帶、帶領熱身活動的示範帶、以及面

談技巧等（薛雅儷，2012）；此外，與其他生涯發展有關的研究成果包含社區適應技能，

例如：Mechling、Pridgen與Cronin（2005）使用錄影帶介入教導三名17至19歲的自閉

症青少年在速食店點餐的技能；或相關生活技能，例如：Shipley-Benamou、Lutzker與

Taubman（2002）使用錄影帶介入教導三位自閉症孩童生活技能（布置餐桌、寵物照顧、

寄信及製作柳澄汁）等。 

 

（三）教導充足範例 

提供多重範例教學，讓學生能從各種範例中理解各種概念的真正意涵，是所有學

習的基礎。教導充足的範例（teaching sufficient examples），是指教導學生一組所有可

能的刺激及反應範例，然後以類化探測（generalization probe）評量學生對未經訓練的

刺激範例的表現，確認學生是否已經對該刺激組產生類化能力（引自鳳華，2015）。

教導充足的範例可分為教導充足的刺激範例及反應範例，廣泛案例分析（general case 

analysis）及其他跨情境、人物的類化教學。其中刺激範例的教學主要運用在概念學習

（鳳華，2015）。 

生涯輔導中，情緒管理是許多身心障礙者需面對的課題與挑戰，而情緒管理的基

本能力是情緒辨識、理解與表達，情緒辨識與理解則包含情緒及情境因果關係的理解

（鳳華、周琬琪、孫文菊、蔡馨惠，2014），其中情緒辨識與理解的教學就須採用充

足刺激範例的教學，讓個體可以經由大量情緒範例的學習，累積足夠的訊息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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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轉換到對自己情緒的理解，邁向情緒管理課程的第一步。 

 

（四）生涯目標行為的設定與執行 

Bandura（1986）的社會學習是以自我效能為基礎，認為個人對自我能力的評鑑，

是透過個人、行為、與環境三者交互作用而生，個體透過環境中具體行為的表現，並

依據環境的回饋，建立個體對某項技能的運用效能產生預期與信念，從與環境互動的

正向經驗中建立對自我的信心。身心障礙者常因障礙或限制而有較為負向的自我概念

或低的自我效能（鳳華等，2007；Zunker, 2002），如何透過生涯輔導的生涯行動力的

開展，提升其自我概念及自我效能，是生涯輔導的重要課題。 

ABA 強調目標行為的設定，需要依據個人的能力水準，並選擇具體化、可觀察的

細項目標開始，於執行前則需先進行詳細的計畫與演練，讓實踐目標的過程是正向的、

成功的，得到環境正向的回應，使行動的過程中不斷累積個體的正向自我經驗，進而

產生正向的自我概念及自我效能。例如：張瑋珊（2007）和其受輔者一同設計觀察他

人優點的作業，事先提供範例演練，紀錄之後再進行分享討論，受輔者在生活中進行

紀錄後，受輔者開始對他人的優點更為敏銳，並開始注意自己的優點；之後的行動方

案還包含為母親節安排家庭聚餐活動，從選擇餐廳到事先訂位等，順利完成之後，得

到環境的正向回饋，該名受輔者從這些小目標的行動經驗建立了明顯的自信心，同時

也增強自我效能，後續甚至還撰寫身心障礙者的心聲並發表於該校的校刊中。簡言之，

目標的設定不在遠大，而在細緻及可行性，且應強調執行前的準備及預演，讓個體執

行過程中順暢並能累積成功經驗。 

 

（五）自我管理 

近年來自我決策是服務身心障礙者的主要理念與實踐方向，自我決策對身障者生

涯輔導的影響包含增進生活品質、增進生活適應，及促進生涯成功的可能（Wehmeyer 

& Schwartz, 1997）。研究也發現具備自我決策的個體，其受雇用率較缺乏自我決策者

為高，薪資亦較高（Wehmeyer & Schwartz, 1997）；接受支持性就業之成功率亦較高

（Kilsby & Beyer, 2002），也較能做出與自己能力符合的職業或工作（Kilsby & Beyer, 

2002）。足見自我決策對身心障礙者的生涯輔導扮演相當重要的決定因子。 

自我決策要如何落實？自我決策的內涵主要包含自我覺察、自我管理及作決定的

能力，應用行為分析對自我管理做了清楚的界定及實施方式。最早提出與自我管理相

似概念的為 Skinner（1953）所提出的自我控制的定義，他認為自我控制有二種反應的

現象：「第一種反應，稱為控制的反應（controlling response），是一種影響變項，依

其影響因而改變了另一個變項的發生率，另一變項稱為被控制的反應（controlled 

response）。」（p. 231）；Cooper 等人（2007）則建議使用自我管理取代自我控制的

術語，以避免有影射「內在控制」的意涵，內在控制較難符合行為分析重視的客觀性

及可測量性。結合 Skinner（1953）及 Cooper 等人（2007）的看法，自我管理可以定

義為：個人依據所設定的目標，使用行為改變策略或實施一種有目的的行為反應（控

制的反應），以達成另一個行為的改變（被控制的反應），達成當初設定的目標。這

個定義強調目標導向，符合應用行為分析所強調的功能取向。L. Koegel、R. Koegel 和

Parks（1992）以及 Quinn、Swaggart 與 Myles（1994）進一步為自我管理作了如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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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型定義：自我管理指包含選定一目標行為，自我觀察並記錄該行為的發生與否（自

我監控），以及自我增強等一系列行為。在這個定義中，自我觀察/紀錄是控制的反應，

而所選定要達成的目標就是被控制的反應。自我管理的過程中，個體扮演著主要的介

入角色（Kerr & Nelson, 2002），強調個體的自主性以及做決策的實踐。 

本次主題中的兩篇文章，一篇以自我管理為介入變項，該篇研究清楚的描述如何

進行自我管理訓練並進而引發低口語自閉症者的口語能力，另一篇則結合生涯探索的

活動，最終目標亦在引發身心障礙者自我管理的能力。 

 

五、結語 

應用行為分析最終的目標是改善個體的行為到有意義的階段，換句話說，就是希

望能提供支持正向的環境，有效增進個體的適應能力，以達到高品質的生活品質。其

出發點與生涯輔導的精神─完成個人有尊嚴的生活，是異曲同工的。以往對身心障礙

者，特別是認知障礙者提供生涯輔導的服務十分受限，也有諸多挑戰需要克服。應用

行為分析的學理提供具體的方案與介入策略，結合在生涯輔導中，共同努力讓這些個

體開發其潛能、裝備更多的能量與技能，以有效適應多變的環境，達到真正有尊嚴、

高品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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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理教學增進國中自閉症學生社會溝通能力之成效研究 

呂嘉洋 鳳華* 蔡馨惠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透過自我管理訓練對提升自閉症學生社會溝通能力之成效。本實

驗以一名國中一年級的自閉症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對象具基本生活自理能力，但在

主動溝通及回應他人為其主要困難，並常因溝通的限制而容易產生行為問題。研究方

法採用單一受試之跨情境多試探實驗設計。研究的自變項為自我管理教學策略，依變

項為各情境中受試者之社會溝通正確率和其類化、維持情況。以視覺分析法分析所得

資料，瞭解自我管理策略之介入是否能夠改善受試者之社會溝通行為，並透過家長與

教師的教學回饋問卷與訪談建立社會效度。研究結果如下：（一）自閉症學生能夠習得

自我管理能力；（二）自我管理訓練能夠提升自閉症學生社會溝通能力（含主動溝通及

回應他人）；（三）自我管理訓練能夠提升自閉症學生社會溝通之類化成效；（四）自我

管理訓練能夠提升自閉症學生社會溝通之維持成效；（五）社會效度中家長及教師均肯

定自我管理訓練之教學成效。本研究並針對自我管理教學及研究設計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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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ing appropriate soci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s one of the major deficits for persons 

with autism (APA, 2014). Koegel, Koegel, and McNerney (2001) indicated that initiation 

and self-management skills are the pivotal areas for persons with autism. In modern 

classroom settings, schools are held accountable for not only raising a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but also improving essential social competencie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successful adulthood and citizenship. According to Gresham (1983; 1988), social 

competencies are evaluative, and indicate socially important outcomes that can demonstrate 

an individual’s ability to competently perform a set of specific social behaviors or skills 

within or across situations over time. These competencies may include initiating and 

maintaining positive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social relationships, developing peer 

acceptance and friendships, producing satisfactory school adjustment, and developing 

coping strategies to adapt to social demands (Cartledge & Milburn, 1995; Gresham, Van, & 

Cook, 2006).  

Koegel, Carter, and Koegel (2003) indicated that teaching children with autism to 

“self-initiate” (e.g., approach others) may be a pivotal behavior. That is, improvement in 

self-initiations may be pivotal for the emergence of untrained response classes, such as 

asking questions and increased diversity of vocabulary. And more importantly, “longitudinal 

outcome data from children with autism suggest that the presence of initiations may be a 

prognostic indicator of more favorable long-term outcomes and therefore may be ‘pivotal’ in 

that they appear to result in widespread positive changes in a number of areas” (Koegel, 

Carter, & Koegel, 2003, p. 134). Therefore, teaching students with autism to self-initiation 

should be the priority selection for training or education. 

Self-management is defined as an individual personally applying behavior change tactics 

that produce a desired change in behavior (Cooper, Heron, & Heward, 2007). This implies 

the notion that self-management involved two responses: a controlling response (applying of 

behavior change tactics) and a controlled response (a desired change in behavior) (Skinner, 

1953). In addition, the individua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elf-management (Kerr & 

Nelson, 2002). When one implements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the student becomes 

responsible for monitoring and reinforcing his/her own behavior, thus reducing the need for 

extra staff assistance and increasing chances for generalization. The “change agent” is 

always with the student (Newman, Buffington, & Hemmes, 1996). 

Implementing self-management mostly included selecting a target behavior, self-observing 

and self-recording the target behavior, and self-reinforcement for achieving the target 

behavior of the person (Koegel, Koegel, & Parks, 1992).   

Teaching self-management skills can have several benefits, such as promoting 

genera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behavior change (Cooper, Heward, & Heron, 2007), 

reducing the need for supervision and increasing independence (Koegel, Koegel, & Dunlap, 

1996; Koegel, Koegel, Hurley, & Frea, 1992), to increase a wide variety of skills, and to 

develop socially appropriate behavior to students diagnosed with autistic-spectrum disorders 

(e.g., Apple, Billingsley, Schwartz, & Carr, 2005; Koegel, Koegel, Hurley, & Frea, 1992;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774092/#anvb-21-01-117-Newman1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774092/#anvb-21-01-117-Koegel3


 - 3 - 

Newman, 2005; Ainato, Strain, & Goldstein, 1992), additionally, can enhance independence 

in the individuals’ functioning levels (Dunlap, Dunlap, Koegel, & Koegel, 1991). For 

example, Smith, Belcher, & Juhrs (1995) reported that some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could 

work independently with minimal supervision after being taught self-management skills. 

Therefore, self-management skills are important to teach in order to promote independent 

functioning for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In the area of reducing inappropriate vocal behavior, 

Mancina, Tankersley, Kamps, Kravits, and Parrett (2000) reported that they used a 

self-management treatment program and successfully reduced inappropriate vocalizations in 

a child with autism. 

For promoting social interaction, the study of Apple et al. (2005) showed that the inclusion 

of self-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the video modeling training for three preschoolers with 

autism could increase their independence in the monitoring of their compliment-giving 

response and the production of initiations for attention and getting rewards. Koegel, et al. 

(1992) assessed whether self-management could be used as a technique to produce extended 

improvements in responsiveness to verbal initiations from others in community, home, and 

school settings without the presence of a treatment provid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ldren with autism who displayed severe deficits in social skills could learn to self-manage 

responses to others in multiple community settings, and that such improvements were 

associated with concomitant reductions in disruptive behavior without the need for special 

intervention.  

Newman (2005) also reported a study showing positive outcomes by using a 

self-management package.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was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a using 

a self-management package to teach students to make social initiations. Three children (6-9 

year-old)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wo interventionists worked with each student to prompt 

and reinforce initiations. All students acquired enhanced social initiations during 

externally-determined reinforcement. The initiations were maintained when reinforcement 

changed from being externally determined to a self-management system. The result 

suggested with a self-management system, social initiation behavior can be sustained and 

well developed.  

The above studies all successfully improved the social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by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however, the research in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for initiations of verbal communications with others, as well as the generalization effects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autism was still limited. In order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outlined 

in the preceding discussion, this study sought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a self-management 

program on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i.e., initiations and responding to others) for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with autism. Since self-management and self-initiation are both pivotal 

behavior for students with autism, this study also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pivotal behaviors previously mentioned.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774092/#anvb-21-01-117-Newma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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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Experimental Design 

 

An ABA design and a multiple-probe across settings design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After 

training in the resource room, the student’s home was selected as the first experimental 

setting, and the content of communication was selected based on the student’s regular 

routine. When introducing a self-management package to the home indicated an increase in 

inititions of conversations, the package was introduced to the school setting. In addition to 

the home setting, there are two other settings selected: homeroom and vocational classroom. 

Figure 1 showed the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Figure 1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Participant 

 

     A twelve year-old, 7th grade male student with autism in a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 in 

Central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participant was chosen due to the parent’s and 

school teacher’s concerns on his limited verbal communications. The student also had 

problems initiating and responding to others’ verbal communications, including problem 

behaviors exhibited when he was unable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he results of PPVT-R 

(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 Revised) (Dunn & Dunn, 1981/1998) indicated that the 

subject’s communication ability was at the level of 4 year-old, and in need of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 assessment, his strengths included adequate self-help skills and independent 

mobility skills. He could carry out simple conversations with limited words, comprehend 

simple words (e.g., father, mother, window, light…), occasionally use these words in 

expressive language, and sometimes imitate other people’s spoken words or sentences.  

 

Settings 

 

The training was conducted by the first author in a resource room at school before 

introducing to home and classroom settings. The resource room is 15 m by 8 m in area, and 

2.5 m floor to ceiling. It includs a free play area and a shelf with toys and books, one TV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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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R, one table with two chairs, and token board on the table. Resource room training 

sessions were conducted 3 days a week, from 1:00 to 1:30pm. Intervention sessions in the 

home setting were held 3 days a week from 5:20 to 6:00pm. Classroom settings were held 3 

days a week from 7:40 to 8:00pm at the homeroom and from 1:10 to 1:30pm at vocational 

classroom. All sessions were videotaped for the purpose of data collection and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consisted of: (a) the correct percentage of self-recording 

behavior, and (b) 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e.g., This includes tracking the percentage of 

initiating and responding to others’ verbal communications with correct sentences within 5 

seconds without prompts). The correct self-recording behavior was defined that the student 

would correctly record a point for each sentence uttered for either initiating or responding to 

other’s verbal communications. 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defined that the student 

used socially appropriate ways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verbalization or gestures to either 

initiate or respond to others. Examples of verbal initiations included asking teacher 

permission to perform his routine work and reporting that his work was done. Examples of 

initiations at home included greeting his mother when he entered the house and requesting 

desired items.  

  

Inter-observer Agreements 

 

 A graduate student in special education who was naive to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served as the second observer. The training began with the experimenter explaining the 

recording procedures and the definitions of each dependent variable, followed by 

independent practice of the recording and the discussion of point-by-point agreement 

afterwards. The training continued until at least 80% agreement was achieved for three 

consecutive sessions. All sessions (i.e., 100%) across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were 

recorded for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ith a point-by-point agreement method, the 

agreements were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number of agreements by the total number of 

agreements plus disagreements and multiplying by 100. The mean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for communication was 97% (In the range 93-100%), and the mean agreement for 

implementing self-management was 87.7% (in the range 80%-100%).  

 

Communication training 

 

 According to Skinner (1957), 50% of the verbal behavior in everyday conversation is 

mand. Three sentences were selected for use right after his arrival at home and the beginning 

of his regular routine.  His routine at home included pressing the door ring, drinking j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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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atching TV. The conversation and sentences used by the student is displayed in Table 1. 

The main sentence phase for the student to learn is “I am back” and “I want …” in addition 

to saying “thank you”. 

 

Table 1 Conversations and sentences used at home 

Home setting 1.arrived home S: Mother, I am back home. 

M: Oh! Welcome. I would open the door for you. 

S: Thanks. 

M: You are welcome. 

2.drink the juice S: Mother﹐I want to drink the juice. 

M: Here you are. 

S: Thanks. 

M: No problem! 

3.watching TV S: Mother﹐I want to watch television. 

M: Here is the remote controller. 

S: Thanks. 

M: You are welcome. 

 

In the school setting, the student was always the first one arriving at school. Therefore, 

he has established a sequenced routine such as turning on the light, opening the window, 

washing the cup, throwing out the garbage, and sweeping the floor. The conversations taught 

consisted of: (a) Asking for permission: “I want to ___.” (b) Reporting to the teacher: “I am 

done.”, and (c) responding to the teacher “you are welcome or no problem,” when the 

teacher said “thank you.” Table 2 displayed the conversations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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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nversations and sentences used at school 

 Activity Teaching objective 

School 

 

1.turning on the light S: Teacher, I want to turn on the light. 

T: Ok! Go ahead. 

S: Teacher, I am done. 

T: Thanks. 

S: You are welcome. 

2.opening the window S: teacher, I want to open the window. 

T: Ok! Go ahead. 

S: Teacher, I am done. 

T: Thanks. 

S: You are welcome. 

3.washing the cup S: teacher, I want to wash the cup. 

T: Ok! Go ahead. 

S: Teacher, I am done. 

T: Thanks. 

S: No problem. 

4.throwing out the garbage  S: teacher, I want to throw out the garbage. 

T: Ok! Go ahead. 

S: Teacher, I am done. 

T: Thanks. 

S: No problem. 

5.sweeping the floor  S: teacher, I want to sweep the floor. 

T: Ok! Go ahead. 

S: Teacher, I am done. 

T: Thanks. 

S: You are welcome. 

 

     The researcher taught the student those sentences first. After the student achieved the 

mastery criterion of 90% for three consecutive sessions the self-management package was 

introduced as the next training step.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Package 

 

The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package included using prompting procedures and 

modeling to teach self-monitoring, self-recording, and self-rei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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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 Training 

 

With gesture, verbal and visual prompts with modeling, the experimenter trained the 

student to engage in conversations in the home and school settings (see table 1 and table 2). 

The student was taught to respond to natural cue (e.g. entering home after school) to start the 

conversation.  

 

Self-recording 

 

After conversation training, the researcher modeled the way to record each correct 

behavior. Correct behaviors were defined as in table 1 & 2. A self-recording card (with 

lamination) was created for the student. For each correct response, a happy face can be put 

on the card. The student was taught to discriminate a correct response from an incorrect 

response, which included no response. For 1:1 reinforcement schedule, a happy face would 

exchange a reinforcer. In the beginning, the researcher would use gestures to verbally 

prompt to help the participant to self-record his behavior whenever he initiated or responded 

to others correctly. The prompts were gradually faded out (from verbal to gesture to 3-sec 

delay prompt) and the reinforcement schedule would be thinned from 2:1 to 5:1 in the home 

setting, and later changed to 3:1 to 6:1 at classroom settings. 

 

Self-reinforcement 

 

Self-reinforcement was defined as when the student collected up to 6 points, he could take 

a reinforcer himself instead of exchanging a reinforcer with the teacher. This training was 

introduced to the student when self-recording was reached at either 5:1 or 6:1.   

 

Social Validity Measures 

 

Social Importance of Target Skill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 the parent and 2 school teachers were given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targeted skill lessons along with the skill contents, and were asked to rate 

on the importance of each skill lesson on a scale of 1 (not important at all) to 5 (very 

important). Adult ratings were used to validate the social importance of skill goals (Wolf, 

1978). 

 

Teaching Procedures and Consumer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s 

 

In addition to measuring the social importance of the targeted skills, Teaching procedures 

and consumer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obtain the opinions of th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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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parent o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utcomes (Wolf, 1978). These items measured the consumers’ 

perceptions o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the procedures to implement the 

program, and their results o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formal Interviews 

 

The experimenter conducted an informal interview with four teachers, the participant’s 

mother and his speech pathologist to obtain narrative statements about their opinions with 

regards to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 (e.g.,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program? How do 

you like this program, and in what sense?) and treatment effects (Experimenter asking them 

to provide some conversation examples the student performed in natural settings). 

 

Experimental Procedures 

 

Home Setting 

 

Baseline 

During baseline, no self-management or prompts were given to the participant regarding 

the routine home setting. Data collection occurred during a half hour from 5:00-5:30 pm on 

Wednesday, Thursday and Friday.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period 

The researcher started to implement the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package, which 

included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e.g., discrimination training), self-recording training, 

and self-reinforcement training on the training room.  

Home intervention 

After the participant’s data showed the 100% correct response for self-recording, the 

self-management package was implemented at home setting. 2:1 would be the required ratio 

to get a reinforcer, and then gradually fade out to 5:1, before self-reinforcement would be 

introduced.  

Maintenance 

During this phase, the prompts for self-management was faded out gradually. 

Follow-up 

After 4 weeks of maintenance, follow-up sessions were conducted check if the student 

maintained the acquired social initiations. 



 - 10 - 

School Setting 

 

Baseline 

During baseline, no self-management or prompts were given to the participant regarding 

the routine home setting. Data collection occurred during half hour from 7:30-8:00 am on 

Mon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period 

After achieving the conversation training criteria, the researcher started to implement the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package, which included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e.g., 

discrimination training), self-recording training, and self-reinforcement training on the 

training room.  

School intervention 

After the participant’s data showed the 100% correct response for self-recording, the 

self-management package was implemented in the home-room setting. 3:1 would be the 

ratio to get reinforcer, and gradually fade out to 6:1, before self-reinforcement would be 

introduced. After mastering self-reinforcement, a second room would implement the whole 

package as in the home room. 

Maintenance 

During this phase, the prompts for self-management was faded out gradually. 

Follow-up 

After 4 weeks of maintenance, follow-up sessions were conducted to check if the student 

maintained the acquired social initiations. 

 

Procedural Integrity 

 

Using the four-step training protocol described above, the other experimenter 

reviewed all videotaped training sessions and scored the degree to which each step was 

followed correctly, a 100% accuracy was obtained. 

 

Results 

 

Percentage of Correct Response of the Skills at Home Setting 

 

Figure 2 displays graphic results on the percentages of correct responses on the areas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self-management acquisition, maintenance, and generalization 

across the resource room and home settings for the student with autism.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 produced improvements in two settings. In 

addition, the improvements were maintained during the follow-up conditions during which 

the self-management package was withdrawn for 4 weeks. Specifically, data showed that in 

the training situation, the correct percentage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skills rang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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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00%, and were maintained at 100% during maintenance and follow-up phase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hen first introducing self-recording to the student,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decreased to 60%, and the self-recording skill displayed only 40% correct responses. It 

took 9 sessions to master the self-recording skill witha 1:1 ratio reinforcement schedule. 

However, when the ratio was thinned to 2:1, it decreased to 65% for both skills at the 

beginning, but went back to 100% the next session. After mastering self-reinforcement, the 

data showed 100% correct responses for both target skills across the maintenance and 

follow-up phases.  

When introducing the treatment in the home setting, the participant increased his 

mean percentages of correctness of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from 40% to 100% after one 

session, and from 20% to 80% after one session and continue to progress for self-recording. 

During the maintenance period, his performance of the targeted skills was at a similar level 

after the prompts of self-management were faded out. The follow-up also showed the target 

skills were maintained at 100% after 4 weeks. No overlapping in data points was observed 

between baseline and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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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2 Percentage of correct responses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self-management for 

the subject in two settings (experiment and home) 

Note: CT= Communication training, SM=Self-management, SR=Self-reinforcement, 

M=Maintenance, F=Follow-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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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ntage of Correct Response of the Skills at School Setting 

 

Figure 3 displays graphic results on the percentages of correct responses on the areas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self-management acquisition, maintenance, and generalization 

across experiment and two classroom settings for the student with autism.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 produced substantial improvements in 

three settings. In addition, positive outcomes were sustained during the maintenance and 

follow-up conditions when the self-management package was withdrawn. Specifically, Data 

showed that in the training situation, the correct percentage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skills 

ranged from 65%-100%, and reached 100% in maintenance and follow-up.  

When introducing the treatment into the home-room setting, the participant increased his 

mean percentages of correctness of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from 40% to 100% after two 

sessions, and from 40% to 100% after two sessions for self-recording. When introduced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room, the participant increased his mean percentages of correctness of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from 40% to 100% after one sessions, and from 40% to 100% 

after one sessions for self-recording. During the maintenance period, his performance of the 

targeted skills was at a similar level after the prompts of self-management was faded out in 

both classrooms. The follow-up also revealed a stable 100% gain after 4 weeks. No overlap 

in data points was observed. 

During maintenance phase in homeroom setting, the researcher also conducted 

generalization probes for different commands and with different teachers. The data also 

showed positive outcomes, with 90%-100% for all generalization probes.  



 - 14 - 

 

Figure3 Percentage of correct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self-management for the subject 

in three settings [experiment, homeroom, vocational classroom]  

Note: CT= Communication training, SM=Self-management, SR=Self-reinforcement, 

M=Maintenance, F=Follow-up;  are noted by “command generalization”,  are 

noted by “teacher gen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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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Generalization 

 

The Home-room teacher, mother and another school teacher also reported that during the 

intervention period, they found some 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other than the 

targeted skills sought in the results. Before training, the student had very limited verbal 

behaviors and rarely talked during school time. The teacher reported that after training, the 

student began talking independently with his verbal behaviors externalized. Table 3 displays 

the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in six dimensions, including showing politeness, expressing 

his own needs, showing care, making conversation, reporting, and expressing ideas. these 

behaviors were not in the student’s repertoire before training. The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were reported by the teachers and the participant’s mother. 

 

Table 3 The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of the student with autism after training 

Dimensions Categories Contents/ examples 

Showing politeness  Saying hello Teacher Chang, how are you?  

 Saying goodbye Teacher Chen, goodbye, see you 

tomorrow. 

 Showing appreciation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Respond to thank you  You are welcom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Expressing his own need  Asking for objects  Using “I want” in different situation 

and objects not learned in training 

(both at home and classroom). 

 Asking for help  Can asking for other’s help.  

Showing care  Reminding other  Be careful, don’t fall down.  

Making conversation  Initiating  Can start lots of different conversation 

with other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Maintaining conversation  Can maintain at least 2 circles.  

Reporting  Reporting physical situations  I got cut, it is bleeding.  

 Reporting  My worksheet is done.  

Expressing ideas  Expressing yes, or no  Will say no when did not want to do the 

work.  

 Expressing his own thoughts   

 

Social Validity Measures 

 

Social importance of treatment & targeted skills 

 

Overall, the student’s mother and school teachers identified the target skills and 

self-management package to be either very important or important for the participant w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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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rating of 4.7, with 4.8 for target skills, 4.6 for self-monitoring, 4.5 for self-recording, 

and 4.7 for self-reinforcement.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social validity of teaching 

objectives for this research. 

 

Significant others’ satisfaction of training procedures and outcomes 

 

Regard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training procedure, all the raters provided a rating of 

either 4 or 5 (i.e., strongly agreed) for all items.  Specifically, the mean rating on all items 

for significant others was 4.7 for the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procedure. Regarding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raining results, the mean rating on all items for significant others was 4.7 

for satisfaction of the training outcome.  

 

Discuss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a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 on the 

communication skill acquisition, maintenance, and generalization of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with autism. Skills were carefully selected based on multiple data sources including direct 

observation, teacher’s suggestions, and were also validated for their importance on the pre- 

and post-intervention social validity ratings by the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parents. Results 

of direct observations in both training and generalization settings, social validity measures of 

program acceptance, as well as training outcomes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 for the participant. 

Data on the correct percentages of behavioral occurrences observed at the home and 

school settings show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communication skills were improved as a result 

of the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social 

interactions were facilitated by the self-management skills training,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self-initiation. Koegel, Carter, and Koegel (2003) indicated that teaching children with 

autism to “self-initiate” (e.g., approach others) may be a pivotal behavior. In this study, the 

major task for the student to learn is to approach others. That is, improvement in 

self-initiations may be pivotal for the emergence of untrained response classes, such as 

asking questions and increased production and diversity of vocabulary while speaking. This 

study provided evidence data to support this view. The student emitted a variety of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that was not taught directly in this study. Again, this current study 

proves the idea that a pivotal behavior is a behavior that, once learned, produces 

corresponding modifications or covariations in other adaptive untrained behaviors (Koegel 

& Frea, 1993; Koegel & Koegel, 1988). 

According to DSM-V, lack of self-initiation is the major deficit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APA, 2014). The “longitudinal outcome data from children with autism suggests that the 

presence of initiations may be a prognostic indicator of more favorable long-term outcomes 

and therefore may be ‘pivotal’ in that they appear to result in widespread positive chang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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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umber of areas” (Koegel, Carter, and Koegel, 2003, p. 134). The social validity and the 

response generalization data support this possible long-term outcome that the 

self-mangement intervention resulted in generalized changes in other communication areas, 

such as showing care, expressing opinions and reporting.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during each training session, the student was first trained to 

communicate, which included to request for his needs (in the home setting) and request for 

permission to complete his duty. The researchers adopted the student’s routine work, for 

example, turning on the light, opening the window, etc., to the design. Learning to mand for 

one’s need and performance of duty can be considered as highly motivated (he is eager to 

finish his duties), showing that the student can learn to communicate in a very short time. 

The student also maintained the correct sentence during self-management package training. 

Motivation operation is the key for successful training.  

Self-management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task related to one’s cognitive abilities. 

Teaching self-management to students with limited verbal abilities is a challenge task for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However,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individuals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cognitive impairment could be taught to self-manage their behaviors and benefitted 

from the training (Keogel, R. Keogel, & Parks, 1992). This study also demonstrate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raining student with limited cognitive and verbal abilities by increasing 

his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various areas.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communication skills needed to be taught under a structured training setting with 

discrimination training implemented at the very beginning, and gradually added 

self-recording and self-reinforcement. This way, self-recording would be acquired more 

easily. With a high density of reinforcement schedule (1:1) at the beginning training sessions 

and gradually thnning of schedule, the individual eventually acquired the entire 

self-management package. This study has demonstrated that an individual with with limited 

cognitive abilitiescould acquire the ability to manage their own behaviors and benefit from 

this training  

The other strength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it employed empirical measures, such as 

direct observations of behaviors, as well as indirect measure including social validity (e.g, 

Gresham, 1998; Maag, 2006). Data showed that the acquired self-management skills were 

maintained over time and generalized to other settings, where the student utilized adequate 

verbal communications skills to initiate and respond to others. Once self-management skills 

were acquired, the student was able to use the skills to facilitate socially effective and 

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s in various natural settings and obtain natural reinforcement.  

 

Limitations 

 

Two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should be noted. The first limitation is the omission of 

repeated measurements of the generalization effects across all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thereby precluding an analysis of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management 



 - 18 - 

program and generalization outcom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ttempt to measure 

generalization effects continuously and systematically throughout the span of the entire 

study to examine the continuum of skill transfer across settings. A second limitation 

concerns the use of reinforcers when teaching the participant to self-deliver reinforcers. In 

this study, only primary reinforcers were used without any generalized conditioned 

reinforcers. A preference assessment should be conducted before the experiment to 

determine potential reinforcers for the student. When possible, generalized conditional 

reinforcers (e.g., tokens, points) should be the first choices. Alternatively, the student can be 

trained within a token economy in exchange for back-up reinforcers (primary or secondary) 

before implementing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d an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use of self-management in 

the home and school settings to improve 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student with 

autism. Motivation operation is one important key to successful training. Each component of 

the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package should focus on mastery with individualized 

prompting procedures for a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self-management 

package for students with limited verbal or cognitive abilities should start from the 

discrimination training first, and gradually add self-recording and self-reinforcement. In 

addition, adopting token economy in the self-recording system would be a good strategy for 

individuals with limited cognitive abilities to understand and learn to self-record their own 

behaviors. Gradually fading out prompts to achieve independence is critical in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The self-management skills training should select target skills existing 

in the individual’s repertoire an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daily routine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training effects. Practitioners working with students with social skill deficits may 

consider using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skills in natural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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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Self-Management o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Home and 

School Settings for A Student with Autism 

 

Chia-Yang Lu Hua Feng* Gabrielle Lee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elf-management (i.e., initiations and 

responding to others)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a 7-th grade student with autism in a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 The research design of this study was a multiple-probe design 

across setting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was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the home and school settings. This student was 

selected for his limited communication skills, especially his initiations and responding to 

others’ verbal interactions. The self-management program was designed to help him initiate 

conversations and respond to others (i.e., his mother and the school teach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lf-management program improved his initiations and verbal responses to 

others in both home and school settings. His stereotyped behaviors also reduce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Social validity measure indicat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mother and school 

teachers perceived the self-management program wa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the student across people and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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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類青少年生涯探索團體輔導方案之發展歷程研究 

薛雅儷 鳳華*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自閉症類青少年生涯探索團體輔導模式，研究者先初步建構方案

模式、經實際帶領的過程了解其困境，以省思、修正後發現實用的策略，發展出適用

於自閉症光譜青少年之生涯探索團體輔導方案，對後續類似族群的生涯輔導團體提供

實務操作具體方向。本研究團體成員為三名自閉症類青少年，研究對象均具備基本聽

說讀寫功能，然在自我覺察、自我決策的部分顯得十分薄弱，需要家人協助做生涯決

定。研究者採質性取向方法，透過持續執行、檢視、修正等循環歷程，形成自閉症光

譜青少年生涯探索團體輔導方案歷程之經驗。 

研究結果發現如下：（一）生涯探索團體輔導方案的主題包含自我探索、環境探索、

自我決定及自我管理等概念，行動中特別需要強調個人蒐集興趣分享、團體活動帶領

體驗、情緒辨識與分享、人際界線，個人生活經驗練習及提問練習等。（二）研究者在

行動研究過程中所面臨困境包含：成員間互動較少、對活動的參與度不高、能力落差、

較少此時此刻的分享；研究者因應這些困境，透過反思及行動，發展出系列因應策略，

其中以應用行為分析的策略助益最多。（三）研究者整理過程中的的省思與學習收獲。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與研究者省思，對生涯探索團體輔導方案實務工作及未來研究

方向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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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這一條路是未知數 

沒有人擁有地圖 

我明白現在自己身在何處 

我很在乎走這條路 

（易齊/幸福的路） 

 

    人們，一生都在找尋自己的位置，在尋找自己的過程中，我們不斷的提醒自己思

考「我是誰」、「我想要什麼」、「我能做些什麼」…等。探尋的過程隨著年齡的增長，

展開的情境也隨之拓寬，走出家庭，進入學校，接觸社區，踏入職場等，我們從自我

單純的想望，到與環境互動之後的轉換，每個人開始走在越來越個別化的生涯路徑上，

也開展了獨一無二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 

    對於一般人而言，當面對生涯的新變化，大都懂得運用或尋求可獲得的資源去活

出最美麗的新局。對於面對生涯變化或尚未做好就業準備的身障者，服務人員較少從

個人生涯與發展的角度來提供服務（Wolffe, 1997），這個過程容易造成身心障礙就業

者始終在旋轉門內徘徊。目前國內復健諮商領域也開始重視生涯發展議題的導入，除

了更重視身障者的內、外在需求外，也從系統觀探究個體在生命歷程中所扮演的各種

角色，透過適切且專業的生涯輔導服務，協助他們找到屬於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 

     

貳、文獻回顧 

 

一次偶然的安排下，我遇見了正在接受入場評量的小宇（化名），小宇剛從高職

畢業，被診斷為亞斯伯格症，在接受評量的過程中，一個簡單的用紙包裹陶器

的動作，小宇在看過店長的示範後，卻怎樣也無法包裝出一樣的成品，經過店

長的建議指正，小宇仍堅持自己的包裝方法與店長是相同的，不論是角度還是

手勢都是一樣，小宇在壓力下無法察覺這之間的差異，甚至還開始推論起，自

己與店長無法做出一樣包裝的因素，讓我也見識到了亞斯伯格症者獨特的思考

邏輯。                      〜研究者實習日誌 

 

一、 自閉症光譜障礙學生生涯議題   

  

（一）自閉症類之生涯需求 

依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100 年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約有 110 萬人，相較於

99 年底增加了 2.24%，然就障礙類別區分，自閉症者增加了 10.34%，目前領有手冊人

數約 11211 人左右（內政部統計處，2012）。根據美國精神醫學診斷手冊第五版（DSM-V）

（APA, 2013）將其名稱由廣泛性發展障礙中的一個類別，更名為自閉症類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原本的自閉症及亞斯伯格症都包含其中，並指出的盛行率

目前為 1%。國內外資料皆顯示自閉症光譜人口的快速增長，代表專業協助的需求亦隨

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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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患者之症狀有其特殊性，DSM-V（APA, 2013）的準斷標準指出其臨床症狀

第一大類為社交溝通及社交缺損為主，其中又細分為社會情緒相互性缺損、社交用的

非語言溝通行為缺損、及發展與維繫關係的能力缺損等三項，此外，必須要排除是發

展遲緩的影響。第二大類則為侷限重複行為及興趣方面的症狀，又分為固著的語言、

動作及對物品的使用，對常規有過度的堅持，對事物或有興趣的事物表現出超乎常人

的執著與沉迷。研究也指出自閉症者不同於一般智能障礙者在症狀和學習能力上較能

被預期，研究發現他們情緒問題較多，溝通能力較弱，因其固執性使環境適應上也較

需協助，且有較高比例擁有憂鬱和焦慮症狀（Hendricks, 2010；Hurlbutt & Chalmers, 

2002）。Volkmar、Stier 和 Cohen（1985）更提出自閉症者永久性的發展障礙將持續影

響其至成年終老，對個體造成一輩子的挑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97 年至 99 年間 12 歲到 18 歲自閉症人數逐年平均成長率

約達 14%，而其中領有輕度自閉症類身心障礙手冊者約占總自閉症人口數 57.5%（內

政部統計處，2012），再加上國內身心障礙者 12 年就學安置逐步落實之下，自閉症中

學階段就讀人口總數是逐年遞增，且同時又以就讀普通班融合教育者(自閉症光譜障礙

者)占最大比例。於是，如何在妥善的就學服務之外，提供銜接高中職畢業後的生涯輔

導工作就更凸顯其重要性。 

    林宏熾（2000）也指出，身心障礙學生由於生理、心理方面缺陷的弱勢，在加上

外在環境的侷限，讓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比一般學生更顯艱辛。而如果沒有謹慎及早為

畢業後的生涯做準備，身心障礙學生將難以完成生涯發展階段之任務（Wehman, Kregel, 

& Barcus, 1985）。藉由臨床經驗與研究資料分析後更指出，亞斯伯格症者在離開中學

後生涯上可能遇到許多困境，其中包含離開中學後無法適應大學新生活，在學業和人

際互動上也較容易感到無助，並且對於建立友誼或是親密關係都較易產生焦慮和壓

力，而在順利完成學業後，如何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也容易遭受挫折（劉瓊英

譯，2009）。  

    綜上所述，未來自閉症者接受復建諮商服務的需求勢必陸續增加，而如何在他們

生涯發展的過程中，針對其特性與能力，提供最適當的協助是應該受到重視的。 

 

 (二) 自閉症者之生涯輔導研究 

Lundine和Smith（2006）提出自閉症光譜學生的生涯發展目標應包含五大項：（1）

個體需要自我探索與接受完整的評估，自閉症者藉由此過程能認識自己的優勢能力、

興趣、價值觀等，（2）發展獨立生活及就業相關能力，個體應習得生活所需的技能以

及培養就業技能，（3）生涯覺察，指自閉症者須對於職業機會及職業所需能力有所認

知與了解，並開始界定工作者的角色，（4）生涯試探，協助個體對自己有興趣的職業

領域能更進一步的認識與體驗，（5）就業前準備，協助自閉症者檢視重要的工作態度

與行為，建立勝任工作的基礎。綜合上述可發現，自閉症類者所面臨的生涯發展議題

與一般人相似，然也必須考量其障礙的特殊需求，特別是在社會情緒發展的限制及固

著性，進而影響整體生涯規劃能力及適應的困難，因此需要生涯輔導者對該族群的覺

知與輔導內容及策略的調整。 

近年來國內外與自閉症光譜障礙者生涯議題開始受到重視，焦點多關注於因自閉

症類之特質對生涯發展階段中各層面上的影響，而針對生涯發展介入的相關研究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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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江玉靖，2010；李宜珊，2008；Held, Thoma, & Thomas, 2004）。江玉靖（2010）

及李宜珊（2008）分別是以小團體介入策略和教學介入策略對亞斯伯格症者生涯議題

進行探討與反思行動，江玉靖所發展的團體方案著重於探索成員在個人認知、行為和

環境的互動關係下，如何影響其自我職業興趣、工作技能和工作態度等的發展，且藉

由實際的行動計畫，讓成員親身體驗求職過程。該研究著重研究參與者求職行動過程

問題解決之樣貌，並拓展了研究參與者工作世界認識和自我效能之提升，然在針對亞

斯伯格症者人際互動上的發展和介入策略探討顯得較少。Hurlbutt 和 Chalmers（2004）

的研究中發現，亞斯伯格症者受社交技巧和人際互動缺陷影響，以致在成長過程中累

積較多負面人際經驗，因此，人際及社交技巧應包含在生涯輔導課程中。而李宜珊所

設計之生涯輔導課程方案，以自我覺察和環境覺察著手，並輔以自我管理策略結合，

以教學介入方式，引導研究參與者發展自我生涯覺察行動力，過程中發現研究參與者

藉由自我管理策略，除了改善組織和時間管理能力，也能學習傾聽分享他人談話，然

因非採用團體介入方式，研究者指出容易產生一對多輻射式溝通型態，亦難於每次活

動中探討成員在社交互動上的表現與成長。 

    因此，本研究考量以上面向，希望透過小團體輔導模式，帶領生涯探索輔導活動，

在活動過程中將加入較多開放自我、回應和合作的單元設計，期待除了能符合自閉症

類者社交和情緒成長的需求之外，也希望助長團體中的網狀溝通型態。在實際帶領的

過程中，研究者也將同步閱讀相關文獻，與協同研究者及專家討論，並透過不斷省思、

修正和調整的過程，發展適用於自閉症類青少年的生涯探索團體方案，以供未來相關

專業人員之參考。 

 

二、 生涯理論與身心障礙者 

 

   金樹人（1997；2011）表示生涯輔導可透過一對一或是團體輔導的方式進行，由專

業的諮商輔導人員，結合其專業知識，提供系統化的計劃，協助個人了解自己、經由

生涯決定的能力，決定個人生命歷程中要扮演的角色及追求的職業、選擇適合的生活

方式，增進個人幸福及社會福祉。過程中可能面對生涯準備、生涯試探、生涯選擇和

生涯適應等問題。當代生涯輔的主題，以自我概念及生涯決策能力的發展為主，強調

自由選擇與責任之承擔，重視個別差異（金樹人，2011），也呼應本研究的基本理念。

Swain（1984）所提出的生涯金塔模式，強調生涯的決定，需經由三大區塊資料的統整，

包含自我認識、教育職業資料及個人與環境的關係等，經由個人與環境互重要他人的

關係的探索，釐清自己真正的興趣，並藉由自主權的發展，能做出自我決定的生涯選

擇，其概念也呼應目前強調以生涯決策的主軸的理念。目前引導生涯輔導實務的理論

分為特質與類型取向、發展取向、社會學習與社會認知取向（林幸台，1999；金樹人，

2011），其中類型論因缺少社會因素和環境變項，而身心障礙者生涯輔導除個人特質之

覺察及擴展其興趣和潛能外，常需輔以環境之調整及輔助科技之協助，調整工作環境

以適配身心障礙者生理狀況，不應僅以被動的現狀因應（林幸台，1999）。因此，本研

究挑選與本團體輔導構念相關之理論分別敘述。 

 

（一）發展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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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取向學者認為，個體職業行為的發展是一生成長與學習的動態歷程，此歷程

依序為成長、探索、建立、維持和衰退等，每一階段有其應完成的發展任務，若某一

階段發展任務未完成，將影響下一階段的發展。其中最具影響性的以Super的生涯發展

階段理論為代表，此理論的特色之一便是認為職業發展是作決定的歷程，作出職業選

擇，代表自我概念的完成，職業選擇是職業自我和工作世界之間逐漸適配的結果（簡

文英等譯，2010）。Super對生涯輔導的貢獻包含提出了自我概念對生涯發展的影響、

循環式的生涯發展階段、生涯彩虹圖等（Zunker, 1994；林幸台等，2010；鳳華、張瑋

珊、江奕葶、黃雅蘋，2007），以下將分別說明其重要性。 

  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Super理論中非常重要的核心觀點，所謂的自我概念即

是個體對自我的認識和了解，包括了對興趣、能力、價值觀念、人格特質等的熟悉。

自我概念包含對自己的主觀和客觀想法，個人在其社會脈絡裡，透過持續的自我評估

來建構其生涯，並開始思考適合他們自我概念的工作角色，同時也受外在世界的回饋

而被影響塑造（簡文英等譯，2010）。Super認為生涯是指一個人在一生中所扮演角色

的綜合及結果，而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種自我概念的具體表現（引自鳳華等，

2007），在本研究中除協助研究參與者探索自我客觀訊息(興趣、能力、價值)外，也會

試著整合其主觀想法，協助他們了解自己在生活裡努力扮演何種角色，如何建構自我

概念。 

    依據Super的看法，成長階段大約是出生一直到14歲左右，主要的特徵是個人能

力、態度、興趣和需求的發展，探索階段則是15歲到24歲之間，在此階段個人開始嘗

試其有興趣的職業活動，且職業偏好也逐漸趨向於特定的領域，但這些特定領域不見

得會是最終的決定領域。本研究對象自閉症光譜障礙青少年，即位於探索階段，林幸

台（2007）認為對先天障礙者而言，探索活動更具重要性，身心障礙者多較缺乏經驗，

身心障礙兒童普遍缺少探索活動，諸如遊戲、工作角色的幻想、生涯角色的扮演等，

早期經驗不足，勢將影響後期的發展。故擬訂本生涯輔導方案時將會著重於「自我探

索」和「環境探索」上，以奠定未來生涯抉擇的基礎。 

Super採用圖示方式將人的一生發展以工作為主軸拉出一道彩虹，形成「生涯彩虹

圖」，生涯彩虹圖是以生涯發展歷程和生活空間兩種概念結合而成的，Super認為「生

活空間」是指每個人在每個時刻扮演著許多不同角色，就如我們在家庭、學校、社會、

工作場所中，扮演著兒童、學生、休閒者、公民、配偶、家長、父母、工作者、退休

者等九種角色（林幸台等，2010）在這些角色之間，有時相輔相成，有時互相拔河，

因此形成階段與角色交叉的互動關係，當中又以陰影部分所呈現的面積比率，看出該

角色在該階段的重要性為何，陰影部份面積較大者代表該角色愈凸顯，愈受個體的重

視。 

因應自閉症者具有視覺優勢的學習特性，生涯彩虹圖可透過視覺且具體化的圖

示，協助自閉症類者描繪及探索生命各階段所扮演的角色輕重，體會自我生命的起源

與發展過程，並分享個人的經驗與感受，也能從活動中思考各角色要如何協調才能達

到平衡，並且覺察生活角色的安排，是否透露出自己看重什麼價值，期待藉由該活動

促進成員覺察自己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 

    而另一發展取向理論為 Tiedeman和O’Hara建立的「職業決定發展歷程」以Erikson

的心理社會理論和Super的生涯發展理論為基礎的，強調自我的發展且不忽略個體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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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之因素，決定的歷程強調「自我覺察」此一認知因素。他們將生涯決定發展模式

分為預期、實踐與調適兩個階段（引自林幸台等，2010）。在預期階段，個體藉由探

索逐漸意識到自己的興趣方向，並藉由具體化使方向明確且聚焦，最後個體能對於興

趣範圍作出選擇，藉由澄清堅定自我決心，並選擇一套適合的計畫執行，當此階段任

務完成即進入實踐與調適階段。實踐與調適階段則是行動時期，配合各種環境因素，

漸漸建立個人與工作平衡統整的狀態（李宜珊，2008；林幸台等，2010）。 

    本研究自閉症光譜障礙青少年，正面臨從預期階段轉入實踐階段的重要時刻，一

方面仍繼續探索自己的興趣、能力、性向外，也持續評估自我與環境間的關係；而另

一方面也藉由計劃實際執行的過程及結果的經驗中，蒐集、運用相關資料，以獲得修

正，Tiedeman和O’Hara相信個體在不斷需要做決定的宿命中，經歷到統整、分化與再

統整的心路歷程，將得以成熟與成長（引自陳慧萍，2009）。 

 

（二）社會學習與社會認知取向 

社會學習理論強調個人學習經驗對人格與行為發展的影響， 

Krumboltz （1994）認為生涯的發展方向取決於個人如何決定他們要採取何種行動，

Krumboltz特別強調學習經驗的重要性，認為學習經驗是個人在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

受到正向或負向增強結果的認知分析。學習經驗可分成工具性和聯結性，前者是指經

由自己或他人對某些事件的反應，透過直接觀察而得的學習經驗，後者則是因為刺激

聯結而對一個中性刺激產生新意義的學習經驗。從李宜珊（2008）和毛治筑（2008）

研究中亦可發現，亞斯伯格症學生生活中多累積負面經驗，並且容易以單一線索思考

事件，相對影響到個體限縮自己的生涯抉擇方向，因此本研究將採正向行為支持原則，

鼓勵學生多去覺察正向生活經驗，並多讚美學生的努力以及好的行為表現。除此之外，

Krumboltz尚認為遺傳及特殊能力、環境情境與重要事件和任務取向技能皆是影響個體

做決定的因素（林幸台等，2010），而其中遺傳與特殊能力因素所造成的影響，正是身

心障礙者生涯輔導過程中，最希望將影響性降到最低的不可避免阻礙。 

    而社會認知取向生涯理論是由三個分段模式組成，分別為興趣發展模式、職業選

擇模式和表現及成果模式，這些模式中包含三個主要概念，其一為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其二為結果預期（Outcome expectations），其三為目標的選擇（Goals）。

自我效能是指個人對自己是否有能力成功地完成一項任務的信念，此信念受到個人先

前的表現成就、觀察模仿所產生的替代學習、他人評價以及生理狀態所影響，自我效

能感較偏重的是能力問題。結果預期是指個人表現某一行為後，認為可能會有什麼結

果的個人預測，較著重個人的心像，正面的結果預期可促進個人在某方面的行動，這

與個人的價值觀念有關。目標的選擇則能引導個人更多的日後行動（田秀蘭，2003；

Lent, Brown, & Hackett, 1994）。因此，生涯輔導的方向，應著重於協助個體探索生涯

選項，並找出那些因錯誤自我效能信念產生的錯誤結果預期，幫助他們找到生涯助力，

消除負面自我效能所產生的阻力（簡文英等譯，2010）。 

依據上述討論，本研究目的主要是發展適用於自閉症類青少年的生涯探索團體輔

導方案，透過實際實踐的過程中，發現所面臨的困境與因應策略，以修正和發現實用

的策略，發展出適用於自閉症光譜青少年之生涯探索團體輔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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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身心障礙者團體輔導的影響因素 

 

    邱珍琬（2006）表示，身心障礙者團體輔導工作可藉由團體動力中的療效因子，

使團體更為得力。王麗斐和林美珠（2000）發現有十五項影響團體進行的重要因素，

分別是：從他人處學習、人際學習、訊息與經驗的交流、做改變的準備、普遍性、希

望感、凝聚力與投入、宣洩、認知性的自我發現、早期家庭經驗的新體驗、體驗性的

自我覺察、有幫助的負面感受、領導者的介入、信任感以及利他。而Dichoff和Lakin以

團體成員觀點探討，認為在團體裡讓成員感受到支持、減少疏離感、普遍性、分享問

題、學習表達自我、宣洩以及瞭解問題，領悟到人際與個人本質，都是影響團體治療

的重要因素（引自簡文英，2001）。 

    在團體療效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Yalom大師根據團體中操作的療效因子來討

論治療性力量，Yalom認為在團體中對成員產生效果的因素可分為11項（引自程小蘋、

黃惠涵、劉安真、梁淑娟譯，2010），包括希望的灌輸（對個人生活感到有希望）、

普同性（體認到他人有相似的困擾）、訊息的傳遞（獲得健康生活的訊息）、利他主

義（對其他成員有所付出）、原始家庭團體的矯正性再現（經驗類似早期孩童時代經

驗到的動力機會）、社會化技巧的建立（學習社會技巧）、模仿行為（仿效其他成員

的正向行為）、人際間的學習（學習與他人互動）、團體凝聚力（成員間的親密性）、

宣洩作用（表達以前從未表達過的情緒）、存在的因素（接受為一個人的生命負起責

任）等。此外徐西森（1997）也指出如要發揮團體輔導的功效，團體領導者除須具有

領導知能外，更須能了解並掌握團體動力，因此領導者應注意團體內成員互動狀態，

避免產生對抗或孤立以阻礙團體動力發展。  

不同團體會因團體時間的長短、團體型態或是成員特質，使團體輔導的有效因素

產生不同，程小蘋等譯（2010）認為最重要的治療性力量，應是領導者和成員都清楚

瞭解團體的目標，可見有效因素的評估相當主觀，團體領導者可著力於了解這些內涵，

並於團體中使用技巧引導催化團體的進行，促使有效因素發揮最大效果。Mishna 和

Muskat（1998）對身心障礙者進行團體時發現，領導者可使用三種技巧促使團體發揮

效果，技巧包括積極澄清語言和非語言訊息、隨時監控注意是否成員都有融入討論、

鼓勵團體成員彼此互相了解增進互動。總結上述討論，雖國內外研究都充分顯現團體

工作的療效，唯當團體輔導諮商理論、原則多數來自於與非障礙者互動的觀點下，我

們必須更謹慎地檢視對身心障礙者的適用性，在本研究中這些重要療效因素將作為研

究者在帶領此團體輔導時之方向，並試圖於行動中觀察團體療效因子對團體動力運作

的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 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 

 

（一）研究場域 

本研究的團體進行地點為中區職評資源中心所借用之場地，因團體成員在視覺化及動

態活動教導下，能有較佳的學習表現，因此研究者選擇備有電腦及音響設備的密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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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另為降低電腦引發外在刺激，研究者以增強集點板遮蔽電腦設備，圖 1 為本研

究場域圖。 

 

圖 1 研究場域圖 

 

（二）研究參與者 

1. 團體成員 

        經由分析家長訪談後整理團體成員基本能力，三名具備口語能力且未伴隨嚴

重情緒障礙，生理年齡介於十六歲至十八歲之間，皆為男性。在各項能力的表現，三

位成員在溝通技能皆具備口語及書寫表達能力，也具備基本情緒辨識能力，但較欠缺

同理他人的能力，也較常獨自一人，缺少與朋友來往互動。在社交互動、人際溝通以

及能力和興趣探索上尚須加強，此外，三位成員皆未見其自我決定能力之展現，生涯

方向仍由家長協助安排居多，因此團體活動的主要目標則依據三位成員的共同需要，

除針對自我及環境進行探索外，也加入大量的行動介入任務，促發及培養成員選擇及

做決定的能力，期待透過逐步行動的累積，開展成員對於自我生涯藍圖及樣貌的期待

與發展。 

2. 研究者 

    第一作者大學階段就讀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於大四諮商實習時，被安排輔導一

名身心障礙學童，正式開啟了對特殊生的接觸，因該生的認知發展遲緩加上情緒障礙，

為了解個案的特殊需求，需查閱資料並不斷修正輔導歷程，開啟了新的輔導視野。研

究所期間，強化了對特殊族群在心理、職業及生活復健的相關知能，在學理部分特別

修習應用行為分析、身心障礙者團體輔導、自閉症者復健諮商等相關課程，使研究者

更加了解身心障礙者的獨特需求，與障礙對生活、學習、工作環境帶來挑戰時，其心

理與情緒變化狀況，讓研究者開始思索將諮商輔導的理論與技術，以多元且適當的形

式運用於身心障礙者的服務。 

3. 協同研究者（協同領導者與專家） 

    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除了要清楚了解自己心中所接受的價值觀外，也必須積

極爭取其他研究夥伴的協助，請其提供不同角度的觀點與價值，做為修正實際行動的

參照（蔡清田，2000）。 

    本研究的協同研究者，與研究者一同蒐集資料、反思回應、提供諍言與支持，期

訓練背景與第一作者類似，曾與第一作者一同帶領過智能障礙者減壓團體，對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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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的輔導亦多有涉略。本文之第二作者，則長期深耕自閉症光譜障礙者的研究，對

於計畫階段、執行方案階段，從中協助第一作者以更後設的角度，來理解和反映研究

者在實務中所遇到的困境；在修正與監控階段，也能因其專業回饋與建議協助行動歷

程的進展、提升研究者的自我覺察，促使研究者能發現未知的盲點，協助第一作者獲

得更為寬廣與深入的思考觀點與行動角度。 

 

二、 研究歷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參考團體動力學之父 Lewin 的行動-反思循環模式，以及 Kemmis 和

McTaggart（1988）所提出的計畫、執行、觀察、反思、再行動的研究歷程概念，結合

蕭昭君（2003）的監控、反省及修正的理念，規劃出本研究之研究流程為「計畫、行

動、監控、觀察、反思」循環模式，研究流程簡要說明如下。（1）研究目的確認，從

實務經驗發現自閉症類者在離開學校後的頓失規律活動重心，並感到慌張失措，研究

者藉由實際運作和反思的歷程，要為他們的生涯發展盡一份心力，（2）輔導方案的初

擬，從了解研究對象的需求為起始點，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先行設計以 Super

生涯發展理論為架構的生涯探索團體輔導方案，（3）執行與調整，藉由循環模式，在

實際帶領團體中，不斷反思、調整，才能使團體活動貼切實踐現場，（4）觀察監控與

省思，透過每次帶領後的團體紀錄單、參與者的作業單及回饋單以及團體力成，綜合

分析審視，並與協同研究者討論對話，經由自我反思的實踐，促使自我認識的程度與

對本次團體的小世界的了解增加深度與廣度。最後則公開知識，以達成積極促進專業

發展的歷程。 

 

（二）輔導活動之初階段設計 

研究者參考國內外生涯輔導相關文獻（林幸台等，2010；黃惠惠，2006；謝麗紅，

2004；Lundine & Smith, 2006; Wolffe, 1997），以 Super 的角色經驗及生涯彩虹為自我探

索的主要依據、配合社會學習及認知理論中之學習概念及環境增強後效及自我決定擬

訂三個主要的生涯發展主題，包含自我探索、環境探索、自我決定與自我管理行動階

段，並配合自閉症類者三大核心障礙症狀，設計結構化團體活動單元，其概念圖如圖

2 所示，個體為主要的核心，探索包含自身的興趣能力、人際溝通及社會互動，界續

探索之後則進入自我決定的課程，讓個體學習設定目標、完成目標而學習到自我管理

與行動。各次單元架構皆包含暖身活動、主題活動和回饋活動三階段。由於自閉症類

者較難以用想像、同理及類化等方式學習技能，因此在活動進行時將融合示範、討論、

遊戲、角色扮演、家庭作業等技巧以助學習，活動過程中研究者適度運用提示方式引

導，於每次活動結束前的團體討論時間，使用立即性正向回饋搭配團體回饋，以增加

成員的團體凝聚力。活動進行時亦採積分集點增強系統，研究者於團體開始階段便與

成員協議訂定能促進團體療效之可獲得積分行為，並設定完成作業的集點點數策略，

增強物也經由團體成員投票表決後，決議在團體中可兌換之三項獎品。此外，團體活

動媒材上的使用也以視覺素材（影片、圖片、插畫、有形物品）為主，以符合自閉症

光譜障礙者視覺圖像思考上的優勢，本生涯探索團體輔導預計每週進行兩次，共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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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次團體時間為 90 分鐘。 

 

圖 2 自閉症光譜障礙青少年生涯探索團體輔導方案設計之初步概念圖 

   

三、 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資料蒐集包含研究者省思日誌、領導者團體活動紀錄單 

、團體成員活動作業單與回饋單、錄影與錄音記錄逐字稿、與團體成員重要他人晤談

紀錄、活動照片等。 

 

（二）資料分析 

1. 資料整理與編碼 

    將團體活動紀錄單、團體成員活動作業單與回饋單、省思日誌、重要他人團體前

與後訪談紀錄、錄影與錄音逐字稿等資料進行編碼。資料編碼部分，依來源給予不同

代碼：團體活動觀察紀錄單（代碼為O）、團體成員活動作業單（代碼為W）、團體成

員回饋單（代碼為F）、研究者省思日誌（代碼為J）、重要他人團體前與後訪談紀錄

（代碼分別為BI、AI）、錄影與錄音逐字稿（代碼為R）。人物代碼分別為：團體領

導者（代碼為L1）、協同領導者（代碼為L2），研究對象阿尋（代碼為M1）、研究對

象大寶（代碼為M2）、研究對象小趣（代碼為M3）、研究對象重要他人（代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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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PM1、PM2、PM3），轉錄符號系統表如表1。 

 

表 1 轉錄符號系統 

符號 意義 

L1、L2 團體領導者、協同領導者 

M1、M2、M3 阿尋、大寶、小趣 

PM1、PM2、PM3 阿尋母親、大寶父親、小趣母親 

O 團體活動觀察紀錄單 

W 團體成員活動作業單 

F 團體成員活動回饋單 

J 研究者省思日誌 

BI、AI 重要他人團體前/後訪談紀錄 

R 錄影與錄音逐字稿 

 

2. 進行類屬分析 

    將錄影與錄音逐字稿內容加以編碼後，研究者依照研究問題與時間流程將原始資

料做比較與對照，同時加以命名，接著將抽取有意義的對話或句子給予概念標籤，並

與協同研究者共同討論與比較各編碼資料間的屬性，以便統整與歸納相類似的屬性成

一主題。 

 

四、 研究品質與研究倫理 

 

    提升真實度及信賴度方面，本研究採用三角檢核法，做法為針對同一事件採用一

種以上來源的資料，透過使用不同資料、方法與人員，進行交叉檢定（蔡清田，2000）。

本研究所運用的三角檢定共有三種形式，（1）方法上的三角檢定，運用觀察、文件紀

錄、訪談等方式，如檢視成員參與團體的進展，可從比較團體活動觀察紀錄、重要他

人團體後訪談回饋和文件紀錄(成員團體活動學習單和回饋單)所得資料的一致性；（2）

資料來源的三角檢定，可透過研究者錄影、錄音及文件資料分析等不同來源收集，並

進行相互比對、檢視。如進一步想知道團體輔導方案實施內容，可從每次團體活動錄

影、討論會議錄音、團體活動逐字稿等資料，以不同時間、地點資料來了解團體實施

內容；（3）分析者間的三角檢定，將資料和協同研究者共同分析，並加以比較，內容

包括訪談資料、團體活動逐字稿、團體活動學習單和回饋單，研究者將舉行非固定討

論會議，與協同研究者進行訊息交流與回饋，並且邀請協同研究者提出疑慮與批判，

以降低研究者產生認知偏誤。 

    為增加行動研究的可信度，本研究依據潘淑滿（2004）的建議採取以下策略：（1）

重視對事件的描述和組合，與協同研究者共同檢驗觀察紀錄和資料結果分析，並於完

成報告後，再次檢視討論原意，避免迎合研究者主觀意識；（2）使用低推論性陳述，

盡量使用逐字稿、觀察紀錄、團體成員學習檔案等原始資料，避免主觀推論；（3）使

用錄影、錄音、拍照等機器，幫助記錄。 

 研究倫理部分，本研究嚴格遵守以下重點：（1）團體執行前與參與者簽署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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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參與者的自由參加意願及中途離開的自由、（2）分析資料以匿名方式確保個人隱

私、（3）充分告之本研究的目的及研究取向，並依據的說明遵守誠信原則、以及（4）

分析及報導結果依據上述的研究品質謹慎執行。 

 

肆、結果與分析 

 

「我開始有點捨不得了，雖然這是不應該的反移情作用，但因為孩子們，我

更認識自閉症者，與他們的互動總讓我擁有出乎意料的發現。行動的過程手

中雖握有地圖，但他們讓我發現，其實那是我的地圖，而非他們的，那就收

起自己的框架，秉持信念，與他們同行吧！」（J1001029） 

 

本研究將結果分成三部分行分析與討論：第一部分闡釋自閉症光譜障礙類青少年

生涯探索團體輔導方案內容與修正；第二部分對生涯探索團體輔導方案行動歷程之困

境與因應策略進行整理分析；第三部分為行動歷程中研究者的省思與經驗。 

 

一、 自閉症光譜障礙類青少年生涯探索團體輔導方案內容與修正 

 

（一） 行動後的團體樣貌 

    本研究團體輔導方案設計初步架構分成依序的三大主題，自我探索、環境探索與

自我決定及自我管理行動階段，共設計 12 次團體輔導方案（如圖 2 所示），經實際執

行後，依團體成員學習狀況及需求，增加團體活動次數共計 15 次。方案核心依舊鎖定

三大目標，但整體概念由原本的依序進展（見圖 2）改為圖 3 的形式，將自我決定、

自我管理做為核心，活動進程則由自我探索到環境探索，環境探索則分為人際關係探

索到環境探索。其概念雖與 Swain（1984）的架構類似，但不同於 Swain 的理念，本

次主題沒有涵蓋職業教育的部分，而以環境探索為主，其中加上以情緒覺察為主人際

關係探索，由於社會情緒是自閉症類的主要缺陷，如此的課程是因應自閉症類的需求

以促進個體與環境的覺察。 

自我探索共進行七次，修正後的主軸如下：（1）透過個人收藏（自我興趣）的分

享，增加成員對團體的信任感；（2）藉由帶領成員透過回溯成長的過程（如，兒時照

片與成長作業單）、將抽象特質具體化以協助成員發覺個人特質；（3）將特質與職業/

興趣之圖卡進行討論，藉由探索生命角色發現自身的能力特質，連結生活中個人的成

功經驗，以增加其自信心；（4）作業單中邀請家人參與提供成員回饋，包含正向特質

與職業興趣等；（5）由活動中學習為本方案修正後重點特色之一，研究者設計使暖身

活動與自我探索的目標連結（如大風吹的活動強調觀察自己與他人的外觀特質、一二

三木頭人則協助理解人際距離及意涵）；最後（6）在職業探索部分透過職業表演活動

之觀察與模仿等，讓成員容易理解職業的內涵與自身的關係。 

由於自閉症者的核心缺陷為情緒覺察與情緒管理，因此，本次團體方案的行動中，情

緒覺察課程共進行四次（單元八─十一），活動調整後包含：（1）情緒猜謎活動增進成

員對情緒的辨識力；（2）透過每次的心情分享活動協助成員覺察自身的情緒，也透過

分享，擴展成員對情緒經驗的多元化；（3）透過影片觀察情緒線索，增加對情緒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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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度；（4）藉由情緒象限的活動讓成員能區分情緒強弱及其意涵；（5）將情緒觀察活

動單與家庭生活經驗連結等，開始拓展個人與環境的關係。並於此階段開始帶領成員

設定 1-3 個小目標，將實踐的概念帶入，自我決定的能力開始涉入，以增加成員生涯

行動力的開展。最後的三次活動則著眼在個人選擇目標、執行目標時的困難與心情的

分享，並協助成員學習使用自我管理記錄表單，學習監控自己的行為，並分享執行過

程與環境的關係，增加個體對環境的覺察力與掌控力。此外，透過生涯彩虹圖的繪製，

協助成員瞭解自己生涯中生命角色的扮演，與其角色性質與功能，透過活動抉擇自己

最在意的生命角色及與環境的關聯。圖 5 為行動後生涯探索團體輔導方案整體概念圖。 

 

圖 3 實施後生涯探索團體輔導方案整體概念圖 

 

（一）實施後生涯團體方案內容與修正 

    依據上述的架構圖，本生涯團體發展階段歷程分為：團體開始期、團體轉換期、

團體工作期、團體結束期，以下則簡要說明團體活動的內容及修正重點。 

1. 團體開始期：第 1-2 次適應階段 

（1） 因應對陌生環境的焦慮 

自閉症類者對陌生、無法預期的情境容易感到焦慮，在第一、二次團體中透過不

同於以往的團體方式，以高度結構的方式開始，結合示範、視覺流程圖的方式，首先

讓員熟悉團體模式並訂定團體規範。結構化的策略及適當的教學順序安排有效降低他

們在活動進行時產生未知焦慮，且能提升他們對於活動的參與度，因此研究者使用團

體作息表將抽象的時間概念化，以一種具體可以預測的方式呈現因應成員在團體中的

反應狀況。呼應莊靜雯等譯（2003）的看法，團體的開始階段主要的特徵是適應與探

索，團體須決定團體結構、給予團體成員熟悉感及探索成員的不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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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應增進參與動機及適應力 

為增進其適應力及參與動機，團體上半段時間就安排增強物調查活動，讓成員先

在安全且對自己有利的環境中熟悉彼此，並運用提議投票表決的方式，引發成員提議

自己的喜愛物，藉由詢問提議該項物品的原因，協助成員去描述自己且認識彼此的選

擇。研究者修正原活動設計並且將活動設計簡單化，並避免於團體開始階段就呈現需

要較深自我揭露的問題，自我介紹活動也改以較自在的猜謎方式進行。另一方面針對

團體成員的生涯需求，成員被賦予決定及選擇權，降低成員被動式接受訊息的特質。 

（3）生涯自我決定的開展 

在進行團體規範訂定時，主導權交給成員，請成員依照本次團體中觀察他人的表

現，提出自己認為重要的規範，透過立即性團體經驗的回饋，發現成員較能發表且掌

握主題。 

2. 團體轉換期：第 3-4 次自我探索與互動技巧的開啟 

    受限於自閉症之特性，本團體成員亦少有社交及友誼互動行為，且難以與他人分

享或形成情感交流，因此團體目標改為二個主軸：（1）成員分享自己的收藏及有興趣

的物品作為自我探索的開端，以及（2）透過活動練習基本的人際互動技巧（如，注意

聽他人的分享、回應問題及詢問問題）。此外，結合影像式的興趣測驗探索其興趣，將

原先探索個人興趣及能力以及回顧成長史較為抽象的活動，轉為較為具體可操作的活

動形式。修正內容如下所示。 

（1）分享興趣─從具象實體到內在的覺察 

    因成員在抽象思考的困難，因此捨棄從閱讀他人生命故事傳遞活動訊息，選擇從

他們自身開始發展起，領導者邀請成員將自己的收藏品帶到團體中分享，成員對此活

動都很期待，且更易於引導他們將興趣與職業連結。 

「我要帶外國硬幣…航海王漫畫好啦」（R-1001001-M2-335；R-1001001 

-M3-337） 

「我是喜歡設計小遊戲，但…當成工作沒想過…我這個其實很簡單，應該不

可能吧!」（R-1001005-M1-301） 

（2）建立成功經驗 

為協助團體成員能順暢的分享蒐藏品，事前會經提供介紹蒐藏品的流程，以及提供

範例做參考。有必要時會先行演練，並於分享之後設計提問問題，增進成員間彼此的

交流互動。透過此分享經驗，亦有效建立其成功經驗，增加成員的自信心，符合學習

理論的生涯概念。 

（3）我知你知他知 

    團體中採用實體照片的影像式職業興趣測驗（鳳華等，2006），協助成員了解

自己的職業興趣，該測驗將抽象的職業概念以實境工作的照片呈現，對於抽象概念較

弱、較無耐心的成員而言，更易保持職業興趣測驗結果的準確度。職業探索的方式是

依據個人對自我特質的描述，加上職業興趣測驗及家人回饋，三者做一交叉比對驗證。 

「我…藝術最高」（R-1001012-M2-68） 

「媽媽寫我喜歡美食，我測驗中也有餐飲」（R-1001012-M1-70） 

過程中領導者也協助成員將特質、興趣及職業作一連結，協助成員釐清職業概念

及個人興趣，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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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寶就有寫到自己細心，然後測出來也是藝術類最高，大寶你有想過未

來從事藝術的工作嗎？」（R-1001012-L1-100） 

 

 

圖 4 成員特質-興趣-職業概念圖 

 

3. 團體工作期：第 5-11 次生涯探索的特殊需要 

    團體進入第五次之後，逐漸走入工作階段，研究者發現成員需要較長的時間探索

自我，以便有足夠動力進到更深的環境探索議題中，故將原本的環境探索及自我決定

的活動暫緩，改為讓成員有更多認識自己的機會，結合成長中的角色任務，找到肯定

自我的生命經驗，並將環境探索改為學習覺察自己與他人的情緒、及人際距離與互動

等課題，並延續蒐藏品的分享成功經驗，讓成員帶領暖身活動，經驗實際生活的縮影，

並開始為自己設定目標，學習自我監控力，持續鼓勵成員自發分享其實施成果，強化

其自我效能。修正內容如下。 

 

 

 

圖 5 生涯團體工作期之主要內涵 

 

（1）生命之流 

    成員已漸漸能在團體中自我開放，依據生涯發展論的理念，安排了成長經驗的回

顧催化自我探索的深度，首先領導者先以自我揭露示範，結合個別化集點制度，鼓勵

成員在他人分享後提問，並在適度的引導下成員開始可以描述經驗，並對於成員的情

發展論的理念 

社會學習的實踐 

自我決策的發展 

自我效能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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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分享表示同理。 

「這聽起來小趣現在描述起來感覺還是很生氣。」（R-1001015-L1-191） 

（2）角色任務 

    延續生命之流的課程，領導者請成員思考在成長經驗中，自己曾擔任的角色，並

試著引導成員從角色中找尋自己的長處，成員也會從彼此的分享中，發現經驗的相似

而感到開心。 

「推鉛球選手、音樂表演鋼琴演奏者、學生、披薩店店員。」（W-1001019-M2） 

「樂隊、演講、幼稚園、跳舞。」(W-1001019-M1） 

「那可不一定，要洗東西、整理環境、下配料副食，很多事都要做。」 

（R-1001019-M2-241） 

「那你樂隊…是吹哪一種樂器啊？」（R-1001019-M2-196） 

（3）人際距離體驗 

人際距離的拿捏影響社會互動的適當性，自閉症類者常有人際距離界線不清的困

難。透過暖身活動讓成員思考自己與社會他人之間的關係，暖身活動的安排從人際距

離開始，提醒成員去感受不同距離間自己身體的舒適感，並將距離延伸至對「陌生人、

商店老闆、老師、好朋友、父母兄弟姊妹」間肢體界線及私人訊息透露界線，透過活

動安排成員詳細記錄下身邊各種身分的人，如圖 6 人際金字塔活動，金字塔由下而上

分別為陌生人、商店老闆、老師、好朋友、父母兄弟姐妹，請成員依據經驗感受著色，

及學習與各種身分關係的人適切的互動界線。 

「今天玩的一二三木頭人暖身，是想讓你們去體驗與他人不同距離間的感

受。」（R-1001022-L1-36） 

「嗯…(成員移動腳步)這個距離比較舒服。」（R-1001022-M2-53） 

「陌生人要畫黑色…遠離距離；素食店老闆藍色…不能說家裡地址。」 

（R-1001022-M3-114；R-1001022-M3-125） 

「逛街時、搭火車時、上公廁時都是陌生人，小心不能隨便說話」

（W-1001022-M1） 

「便當外送可以說家裡地址。」（R-1001022-M2-198） 

「報警可以說地址和電話嗎？」（R-1001022-L1-201） 

 

   

圖 6 人際金字塔活動 

（W-1001022-M1） （W-1001022-M2） （W-1001022-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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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情緒覺察與分享 

    為加強成員自我情緒覺察能力，於工作中期之後，每次活動中皆安排有 10 至 15

分鐘的本週心情分享時間，並將活動時間安排在團體一開始，避免成員情緒分享受到

團體活動後的遊戲影響。考量成員具視覺優勢，因此採用情緒圖卡作為輔助教材，初

始階段，成員較難提取最近生活事件作情緒分享，但已能正確選擇圖卡及引發情緒的

相關事件。 

「憤怒啊，有一個戴眼鏡的臭小子打我。」（R-1001026-M3-10） 

「興奮，我喜歡聽綠鋼琴。」（R-1001026-M2-14） 

領導者示範分享，強調時間的陳述後，在後續的分享中成員漸能正確表達最近事

件的情緒，也能出現當週生活經驗的情緒事件分享。 

「今天早上去藝術館練啦啦隊，現在感覺很疲憊。」（R-1001029-M2-36） 

「這週音樂課期中考，要上台表演唱歌，結果我忘了帶手機，很緊張。」 

（R-1001109-M1-32） 

自閉症者因為不理解別人的情緒，也不會適當表達自己的情緒，容易應享人際關

係，透過團體的情緒分享持續練習，發現成員漸漸能在團體中描述自己的心情，搭配

隨機事件，給予情緒圖片，邀請成員說出情緒的因果關係，並試著描述出情緒伴隨的

身體反應，以增進情緒的自我覺察力。 

「考試時，考卷發下來，全身發冷，等到成績公佈後，看到考很差，感覺就

更冷了」（R-1001029-M1-266） 

針對覺察他人情緒的練習，領導者也讓成員學習從影片中觀察他人的語調、表情

及肢體語言，並練習記錄他人的情緒行為事件，成員也細微的觀察到看待事件角度不

同，所產生的感受差異。 

「男生不吃咖哩飯…女生難過生氣大罵，而且很驚訝男生原來不愛咖哩飯。」 

（R-1001029-M1-348） 

「他不要加咖哩。」（R-1001029-M3-357） 

（5）帶領暖身活動 

    團體比一對一的諮商更能去接近真實的生活，團體情境能暫時成為各種場域的替

代品（Edward, Riley & Rober, 2006）。在團體中可提供模擬的社會互動情境，讓成員可

經由實際體驗看見需要修正及學習的目標。為避免成員過度擔心焦慮，領導者在活動

進行前，先與成員進行討論，延續之前蒐藏品的分享經驗，邀請成員預演練習，增加

成功經驗。 

「阿尋大約提早 30分鐘來到團體，顯得相當興奮，…，他看來平常漫不經心，

總喊著要回家的阿尋，卻非常在意這次要帶領暖身活動。」（O-1001026） 

成員於此階段開始產生認同感，對活動的參與度越來越高，當成員帶領遊戲活動

時，其他成員立即很主動、自信的配合。 

「等一下請大家抽，然後不能說出來，其他人要猜他表演的情緒。」 

（R-1001026-M1-45） 

「我先來好了…呵呵。」（R-1001026-M3-50） 

（6）設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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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對於工作期漸漸產生對團體的歸屬感，開始會在意自己在團體中的表現，並

關心彼此的累積集點數。順著這樣的情勢，領導者加入自我管理訓練，搭配 1 比 1 的

增強集點量，請成員寫下自己一周內可以達成的三個小目標，並於每次完成後先自行

記錄後，並交由家人檢核簽章。 

「阿尋會搶著幫忙洗碗，可能也正好我手也受傷，他也就不用不好意思說要

完成洗碗的任務，他這個舉動讓我覺得滿貼心的…」（AI-PM1-1001221） 

為能順利執行，每位成員的小目標會在團體中先行討論確認可行性，並於下回團

體中分享成果，領導者發現成員亦開始對他人達成目標的方法感到好奇，也藉著請成

員分享達成任務時所遭遇的困難，瞭解成員在執行目標時可能預見的行為表現。 

「等等，你怎麼減少喝飲料的？」（R-1001109-M2-311） 

4.團體後期與結尾：第 12-15 次 

我將團體初始階段和最終階段視為團體生命史裡，最具決定性的時刻（莊靜雯等

譯，2003）。此階段領導者應協助成員準備團體的結束，並將團體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後期的主要生涯重點為協助成員洞悉自己的時間管理困境，設定出階段性的生涯

目標，透過重新回顧角色任務以規劃未來，結合檢視個人目標執行狀況，提升自我決

策力，最後則以回顧和前瞻作為尾聲。修正內容如下說明。 

（1）預告結束 

    在此階段有一個重要任務，便是預告團體結束時間，自閉症者對於活動有其固著

性，尤其當他喜歡且習慣了某項固定的生活時間安排，當面臨結束可能產生焦慮及抗

拒行為，因此領導者從第 12 次團體開始，便不斷預告剩餘的團體次數，並且不定時回

饋成員的改變與成長，讓成員了解在每一個開始裡，總會有著結束。 

「老師，我想懷念這裡，星期六一定會來」（R-1001029-M3-53） 

（2）時間管理與階段性生涯目標 

    領導者亦帶入時間規劃練習，首先試著了解成員實際的時間分配狀況，並藉由生

活事件輕重緩急遊戲，讓成員去覺察自己的時間規畫是否並未妥善安排，可以調整改

善的時間有多少。也從日常生活可決定的事項中，了解成員可做的決定大小，以及決

定中可牽涉的人數，並於團體中討論成員所寫的決定範例，可反映的生活態度及可能

發展的生涯決定。 

「只有大寶的決定會影響到家人的權益，其他成員多數是吃喝玩樂的決定」 

（J1001112） 

「老師，我可以重寫嗎，我覺得我寫的…好丟臉」（R-1001112-M1-258） 

當研究者將主軸延伸到長期的生涯議題時，成員似乎尚未發展出強烈的生涯計劃之

需求，也開始擔心後續活動中，是否難以訂出長期生涯目標，經討論後，生涯確實即

是生活的累績，讓成員設定一週目標行，並協助每周完成的目標與生涯目標有所連結，

這是新的發現與體驗。 

「跳繩、少喝飲料、打掃家裡…如果這就是孩子現階段所在意的事，怎麼就

不是生涯呢？如果他們開始覺察到自己現在的生活需要多一些改變，並嘗試

讓自己有所不同，那就是開始探索生涯」（J1001116） 

「為培養工作體能，每天跳繩 100 下，啞鈴 3 下」（W-1001112-M2） 

「減肥才能找到工作，走路 30分鐘，一天最多喝一杯阿華田」（W-1001112-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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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生命角色看到生涯 

    為協助成員對生涯有一整體性的了解，邀請成員探索自己所擁有及重視的生命角

色，以口語示範讓成員能發展屬於自己的答案，當成員寫下此刻生命五種角色後，讓

成員排出人生角色的優先次序，藉此了解什麼是他們所最在意的，在開展個人生涯之

際，領導者將不同角色的重要性重新思考，可以協助成員瞭解此刻的選擇以及背後的

抉擇因素。 

「照顧狗狗的主人、值日生…」（W-1001119-M1-81）「現在五張紙只能留下四

張紙，請大家現在撕掉一張紙，你認為是可以先排除的角色…」

（R-1001119-L1-89、96） 

「朋友，因為朋友是一輩子的」（R-1001119-M2-114） 

 

    在團體結尾，領導者以活動方式來回顧，領導者也會適時加入，以反應提示的方

式協助活動進行，最後並播放團體回顧影片，協助成員提取更多活動記憶及每位成員

成長的點滴，為階段的學習歷程畫下句點，並為未來的生活開展新的方向。 

「現在我們要回顧團體中所做過的事，請你想到一個活動，就丟一顆球到桶

子裡」（R-1001126-L1-45） 

 

二、 生涯探索團體輔導方案歷程之困境與因應策略 

 

    「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在執行生涯探索團體輔導方案的行動過程中，領導者心

中常常響起這個聲音，面對團體成員的反應有時能即時處理，但大多時候都是經過與

協同研究者密集討論，並且勇於承認自己的限制，再次修正自己的觀念、帶領技巧，

配合閱讀自閉症教學的相關書籍及文獻資料，找尋因應策略，以下就團體歷程中研究

者所遭遇的困境及因應策略作一說明。 

    在此次自閉症光譜障礙類青少年生涯探索團體輔導研究中，研究者針對所面臨之

困境，使用上述 15 項因應策略，透過這些策略的運用，也協助研究者更貼近三位成員

的生活樣貌，及增進自我團體輔導之帶領技巧，表 2 簡要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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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閉症光譜障礙類青少年生涯探索團體輔導方案行動歷程之困境與因應策略 

團體方案執行困境 因應策略 行動之迴路 

成員間互動較少 減少環境刺激 困境：單元 1、2 

因應：單元 2-15 

使用目標行為增強集點卡增強

成員提問的動機 

困境：單元 1-4 

因應：單元 4-11 

訊息處理較慢及 

理解力較弱 

適時提供功能較弱的成員一對

一個別協助 

困境：單元 1-2、4-15 

因應：單元 1、2、4-15 

多利用視覺提示（實體物、影

片、投影片、圖片、文字） 

困境：單元 1-15 

因應：單元 1-15 

成員對活動的 

參與度不高 

以活潑、動態、略快的節奏帶領

團體活動，營造輕鬆愉快的氣氛 

困境：單元 1-3 

因應：單元 4-15 

將任務細分成各小階段進行，避

免成員作一次性完整分享 

困境：單元 2、7 

因應：單元 3、8-12、14-15 

責任分配 困境：單元 1、2 

因應：單元 3-15 

個別行為問題 對吸引注意力的錯誤行為採忽

略，而增強其好行為 

困境：單元 1、2、11、12 

因應：單元 2-15 

利用固定時距增強搭配自我監

控，增強成員在團體中的好行為 

困境：單元 10、11 

因應：單元 12-14 

使用警示刺激策略，預告團體休

息時間結束，協助成員轉換情境 

困境：單元 1-15 

因應：單元 1-15 

成員能力落差 設定個別化標準，在團體中作個

人目標 

困境：單元 1、2、9、11 

因應：單元 2、9、11 

較少此時此刻 

的分享 

鼓勵成員分享每週心情 困境：單元 1-8 

因應：單元 9-15 

領導者把握團體當下的情緒經

驗 

困境：單元 1、2 

因應：單元 2、4、10 

成員遲到問題 仍維持一週兩次團體，但調整平

日晚上上課時間 

困境：單元 2、4 

因應：單元 4-15 

以集點制鼓勵成員準時 困境：單元 1、2 

因應：單元 3-15 

 

受限於篇幅，茲舉幾個因應策略，詳述如下： 

 

（一）因應策略舉偶之一：多利用視覺提示  

    自閉症者具有視覺圖像思考的優勢，在視覺化教導下，能有較佳的學習表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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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者增加多媒體媒材（投影片、影片、圖片）應用並逐步示範說明，減少單純以

文字或口語表達抽象概念。表 3 為視覺提示的抽象層次說明。 

    此外在團體集點卡的設計，研究者亦應用視覺提示，底板選用黑白圖，而集點卡

片則採用彩色圖，藉由強烈的色彩區辨差異，讓成員能隨時注意到自己的集點狀況，

同時也具有提醒成員團體正在進行中的效果，老師的提醒有效增進成員的專注力與學

習表現。 

「小趣，請你去貼上你的長頸鹿」（R-1001019-L1-215） 

 

表 3 視覺提示的抽象層次 

抽象的層次 視覺表徵 團體單元應用 

            

 

 

 

書寫的句子（PPT） 

黑白線條畫 

彩色圖片、影片 

全尺寸的實物 

單元一─十五 

長頸鹿增強版 

單元二、八，單元九─十五 

單元三 

 

 

（二）因應策略舉偶之二：增強好行為消弱不適當行為 

透過簡單的前因─行為─後果（ABC）分析原理（鳳華等譯，2012），輔助領導者

去觀察成員的行為問題，領導者選擇使用前事控制策略（如，非後效增強），在問題行

為之前，先給與原行為問題所獲得的增強（如，社會注意或社會讚美），用以減少目標

行為的出現。 

「當成員表現很好的時候，就可以立即讚美，試著去觀察小趣喊出頭痛前會

有哪些小動作，在他又說頭痛之前，先讚美他「今天表現的很好，很認真上

課」，阿尋的狀況也是一樣，看到他表現好趕緊給他讚美，不要等到行為出現

才處理。」（J1001017） 

 

領導者採忽略成員的不適當行為，避免讓成員因得到領導者的注意而增加錯誤行

為的發生次數，另一方面也以不定時方式讚美成員好行為，提高讚美的次數和速度。 

「阿尋喜愛社會性增強，這次我一直注意他端正坐在椅子上的行為，只要他

一有坐好，我就立刻說他好棒，直挺的坐在椅子上，今天他就這樣一整天乖

乖地坐好了。」（J1001029） 

 

（三）因應策略舉偶之三：固定時距增強搭配自我監控 

    另一改善團體的問題行為策略，領導者利用自我監控訓練搭配固定時距增強（鳳

華等譯，2012），選用固定時距增強的原因為團體活動多以輪流分享的方式進行，每位

成員在大團體分享時間中，約可保有 3─6 分鐘聆聽他人分享的空閒時間，因此領導者

針對每個成員設定目標行為。 

「注意聽喔…我要說明新的個別集點，等等這邊有一個計時器，每三分鐘會

響一次，只要三分鐘內你（小趣）都有安靜坐在位子上，就可以貼一張圓點

貼紙，然後呢…阿尋是六分鐘都能說適當的話，適當的話我剛說過了，然後

最高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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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寶是每六分鐘就讚美人…這樣你們也可以貼一張貼紙，集到五張就可以去

貼一個長頸鹿。」（R-1001112-L1-33） 

領導者必須先確認三名成員已經清楚了解何謂正確及錯誤的行為，確認方式為：

領導者會利用前次成員在團體中所表現的行為，剪輯成影片示範帶，於團體開始前或

結束後的時間個別請成員觀看影片，讓成員理解個別的好行為定義，及記錄方式，使

成員可以在團體中使用自我監控技術，並增加期待的適當行為。 

 

（四）因應策略舉偶之四：提示刺激策略運用 

    每次團體活動都有 10 分鐘的休息時間，休息時間成員可以自由活動，此時成員多

數會選擇進行自己喜好的活動，而為讓成員對於中止活動有心理準備，減少抗拒回到

團體的問題發生，領導者使用提示刺激策略（鳳華等譯，2012），在活動結束前兩分鐘、

一分鐘便開始提出口語提示，並一併搭配擁有視覺線索的計時器倒數，領導者發現轉

換時刻預告，能有效督促成員回到團體。 

 

（五）因應策略舉偶之五：鼓勵成員分享每週心情 

    為促進此時此刻的分享，鼓勵成員分享每周心情確實達到分享的目的。研究者發

現，語言可以強化情緒記憶，領導者從第九次團體活動設計中加入此策略，讓成員在

團體每次開始階段，加入 10 至 15 分鐘的心情分享活動，藉由心情的分享，領導者從

成員的生活事件裡，協助連結彼此的共同處，促發成員對於他人的經驗產生興趣，並

且引發雙向互動。 

 

（六）因應策略舉偶之六：領導者把握當下的情緒經驗 

    為促進此時此刻的分享，領導者把握當下團體活動所發生的事件，與成員進行討

論及分享。 

「小趣請你不要把燈全部關掉，這樣太暗了，老師會怕。」（R-1001029-L1-300） 

「不，沒關係的。」（R-1001029-M3-301） 

「老師…他喜歡黑暗時代啦（笑）。」（R-1001029-M2-303） 

因為經驗的連結、分享的練習，成員開始能回憶起團體中的共同事件記憶，也因

為蒐集到越來越多的情緒經驗，團體更能將焦點放在此時此刻上，成員彼此間也漸漸

在意對方，甚至能形成約束作用。 

「還沒到下課時間，為什麼要說要提早走。」（R-1001112-M2-60） 

 

三、 省思與討論 

 

研究者藉著帶領自閉症光譜障礙類青少年生涯探索輔導團體的行動過程中，澄清

理論與實務的距離，了解到自閉症者並非不適合團體輔導工作，過去因為不熟悉也不

了解自閉症者的需求，所以在行動前產生不少疑惑及擔心，但透過本次研究，不但增

加對自閉症成員特質有更深刻的了解，也從帶領團體所遭遇的困境中，不斷嘗試修正、

理解、重新出發，最後體並實踐修正後的因應策略，為自閉症類的生涯團體注入新生

命。以下針對自閉症類的生涯探索團體的關鍵活動、應用行為分析的運用、熱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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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與自我效能、同質中的異質的團體動力進行討論。 

    

（一）自閉症類的生涯團體關鍵活動 

生涯輔導的主軸，從計畫前開始到實施後發現變化不太，依舊以自我覺察與環境

探索為主，但內涵卻是與一般人有所不同。以下選取幾個關鍵活動進行討論。 

1.情緒辨識與分享 

情緒辨識與分享為其中之一。情緒辨識與覺察在一般團體中是由成員自由分享，

並從中產生討論探究的議題。然而對自閉症者而言卻是一大困難。天才自閉症 Grandin

就曾說過，情緒對一般人而言是自然習得，然對自閉症者卻是需要後天不斷學習才能

獲得的能力（應小端譯，1999）。因此本次生涯輔導中亦針對成員的情緒辨識與分享進

行持續的練習，例如：（1）從工作期開始展開情緒辨識的活動，活動形式盡量以照片、

影片及生活事件做為練習的題材，（2）情緒辨識與分享需要持續進行，建議可以安排

在每次團體開始的熱身階段，讓成員對情緒覺察能有不斷練習的機會，（3）情緒分享

應與實際生活產生連結，並開始注意到不同個體對相同事件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能

分辨他人與自己的異同，而使能更深刻的理解自己的內在豐富的面貌。自閉症者也常

會有與他人界線無法區分的問題，本次研究也發現當情緒辨識活動加入團體中，成員

對情緒的分享與交流愈來愈流暢之後，人際界線或是你、我的分化關係也油然而生。 

2.人際界線的學習 

自我覺察中，有關親密關係的認識，需要學習適當的人際界限或人際距離。自閉

症類者在人際界線上無法依親疏遠近的關係設定適當的距離，也常因此有被誤認有侵

犯的意圖或是被騙的可能（Lundine & Smith, 2006）。本次活動以大型圖示方式，在地

面上設計一個大型金字塔，透過實際體驗的方式，將親、疏、遠、近，應有的距離及

界線以實體的方式展現，再讓個體自己繪製屬於自己的人際金字塔（參見圖 7），有效

協助自閉症者理解人際界線的抽象概念，同時結合情緒辨識與理解，開始在生活中展

現。 

3.從個人興趣開啟互動 

本次研究中，為引發成員的參與動機，先從分享個人的蒐藏品著手，事前的提示

單讓成員可以對分享的當下充分掌握重點，加上事先設計的提問，讓其他成員有交流

與互動的機會，打破自閉症單向互動的特質，關鍵點在於動機的掌握及提示系統的協

助。 

 

（二）應用行為分析策略與團體領導技巧的遇見 

    研究者雖曾有心智障礙類團體輔導帶領經驗，但在本研究的一開始，便發現過去

所使用的團體帶領技巧，仍不足以應付泛自閉症者之生涯團體，因此在團體帶領時除

了使用專注傾聽、反映、同理心、摘要澄清、自我揭露等助人技巧外，需要結合許多

應用行為分析的學理與技術。例如：（1）前事控制策略，領導者常需要考量物理環境

是否刺激過多，隨時調整干擾的刺激源，（2）提示系統，領導者需時時搭配使用提示

系統、連結統整及角色扮演等技術，以協助成員理解並有效參與團體活動，（3）增強

原理，在本研究中為讓團體成員能積極配合團體活動，領導者除了使用團體規範外，

也運用增強系統設定團體及個人增強制度，以提升成員參與動機，在陳麗英（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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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亦指出團體搭配代幣和增強物的成效，（4）目標設定切割成具體可行的小

目標，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也發現，除了使用增強要迅速立即之外，於團體前期先將

目標行為分割成多個小目標，提高成員的集點速度，更有助於讓成員將良好行為表現

與集點增強配對，且更能掌握成員的注意力。研究者發現透過大量的行為與集點配對

練習，三位團體成員對於集點活動有極高的動機，並於互動中形成競賽關係，因此間

接加速各單元中目標行為的發生。 

    在團體行動歷程中雖然遇到許多帶領困境，但透過與協同研究者的討論及文獻資

料，總能找到因應的策略與解決辦法，研究者發現在調整自己的團體帶領技巧時，融

合應用行為分析概念中的教學策略幫助最大，除上述的策略外，對於團體中的行為問

題，也嘗試運用觀察了解成員行為背後的功能，使用前事控制策略，如，非後效增強

（鳳華等譯，2012），以降低成員行為問題。而搭配刺激提示與反應提示引發正向行為

的出現也是重要的有效策略。研究者發現融合這些原理原則於自閉症團體中，除了領

導者更能掌握三位成員在團體中的行為表現之外，成員本身也因處於結構化的教學現

場中，更能發揮學習潛能，使團體能順利開展起飛而產生豐碩的成果。 

 

（三）熱身活動帶領之體驗與自我效能 

為促進成員對自己能力的肯定，環境中大量提供正向積極回饋是其一重點，即符

合社會學習理論中的自我效能。本研究為延續蒐集品分享的正向經驗，讓成員參與活

動的帶領，在帶領中除了增進成員對團體的向心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讓成員從成功經

驗建立正向自我效能。三名成員在學校的學習中常有受挫的經驗，團體帶領體驗則是

協助成員翻轉其自信心不足的最佳武器。為促使成員在帶領活動中能有適當的演出，

研究者在團體中除了先和成員討論每位要帶領的活動主題，由他們做出決定後，並設

計團體帶領高手提示單，提醒成員需注意的各種事項，再由成員自行規畫活動流程，

研究者則依據個別需要在正式帶領活動前有 2-3 次活動的事前演練與討論。過程中除

了看到成員展現積極主動性的特性外，亦看到活動帶領過程中的自信與喜悅。 

 

（四）同質中的異質產生多元互動的加乘 

雖然本次團體是以輕症自閉者為主，然自閉症光譜所呈現的重點即是個體間差異

性較大，如何讓二加一能等於甚至大於三，便一直是研究者在行動歷程中不斷思考的

問題。團體開始前，研究者透過訪談成員的重要關係人，了解個別成員的基本能力表

現、成長歷程及所面臨之生涯議題，然而在團體行動後，卻漸漸發現其中成員之一（小

趣）的認知能力明顯弱於其他兩位成員，研究者曾擔心當團體討論越來越深入，小趣

是否還能融入團體，是否會影響到團體動力，經過沉澱、省思與協同研究者討論後，

最後選擇將小趣留下，並開始針對小趣的認知能力安排個別化活動單，也提供協同領

導者在旁協助。當研究者可以跳脫擔心行動失敗的焦慮及成員能力落差限制後，研究

者逐漸發現反而因著這看似同質卻存在異質性的三位成員，才能在 15 次的團體互動

中，激盪出令人意外的繽紛火花。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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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享 

 

在這趟團體行動旅程中，研究者經歷也體會了許多行動前未預想到的學習，而旅

程中三位成員及家長共同譜出美麗的樂章。以下研究者試將本研究所得經驗，與未來

實務工作者作一分享。  

 

（一）前奏 

初接觸自閉症光譜障礙的專業人員，應抱著開放且積極了解的心與他們互動，並

可透過訪談家人及師長瞭解成員的能力與特質，而為將介入效果延伸至生活中，也可

請求成員家長適 時協助，以作為成員完成家庭作業的自然支持者。另一方面，透過自

閉症光譜障礙者家長們的分享，專業服務人員較能收集到服務使用者真實生活樣貌的

表現，便能在方案介入執行前，開始構思描繪個體的生涯樣貌，並從中體認到個體間

生涯發展的獨一無二性。 

 

（二）間奏 

與自閉症光譜障礙青少年建立良好互動關係後，才能更貼近他們的世界，瞭解他

們的想法與需求。並且專業人員如何有效與他們建立同盟合作關係，也與未來有效協

助成員進入社會或職場中人際互動有極大關聯。研究者發現透過成員的「特殊蒐藏興

趣」討論有助於與成員建立互動關係，情緒的辨識與分享則讓成員對自己及他人內在

的情感有了豐富的體驗與理解，生活經驗分享讓成員學習分享生活的點滴，增加對此

時此刻的經驗感動，透過帶領熱身活動的體驗與實際帶領，以及課後的小計畫，發展

出個體的正向自我效能，從單向的互動開始有了多元的互動與交流，並在互動過程中

形成情緒經驗連結打破自閉症的社會缺陷的核心藩籬。 

 

（三）尾奏 

實務工作者應隨時檢視自己的思考框架，學習看到成員的每一小步的進展，並能

欣賞不斷變動的互動形式。實務工作者亦可在行動歷程中檢視雙方的互動關係，避免

主觀價值過於突出，當我們願意以開放的心去傾聽成員的內在聲音，了解不同個體在

各個生命階段的生涯需求，協助其開展個人生涯樣貌，而非以普世價值設限其探索的

方向，正是開發以他們為主軸的生涯團體方案。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以單一主題作介入 

研究者認為生涯探索的主題其實是多元且豐富的，如單以「自我探索」、「環境

探索」和「自我決定及自我管理」這三大主題目標之一作介入，應能再延伸更深入且

細微的概念設計。甚至針對自閉症成員的行為特質，也能將主題涵括友誼、個人衛生

打扮、請求協助、問題解決能力、情緒管理…等。 

 

（二）以不同年齡層及障礙別比較生涯議題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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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是個連續且變動的歷程，不同年齡層所關注的生涯議題應略有差異，如

上修年齡層的需求或許可涵蓋「兩性互動」及「職業試探」等主題，而不同障礙別因

著障礙特質的差異，以致生涯探索方向的差異，也是後續研究者可深入探討分析的。 

 

（三）以其他研究方法為工具 

本研究主在探究生涯探索團體輔導方案的發展歷程，但後續修正方案後的應用及

其對個體的實質效益較為欠缺，建議未來研究者應可採準實驗研究法或單一受試研究

法，對方案介入的成效做更實證性考驗。 

 

（四）增加追蹤延長保留效果 

本研究蒐集團體成員團體方案介入前後的觀察資料，然未再針對團體成員行為變

化的成效進行後續保留追蹤，因此難以推估團體輔導方案介入對成員的成長影響可以

保留多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延長保留效果進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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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on Career Exploration Group Program for 

High Functioning Students with Autism 

 

Ya-Li Shiue Hua Fe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develop a career exploration guidance group 

program for high functioning studen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With pre-development 

program, through action, reflection, revision, and re-action, the researcher intended to 

develop a guidance program for students with autism. Three students with autism in high 

school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ll of the three participants have the basic ability of reading, 

writing and oral expression. All of the three participants showed passive on their career 

exploration and can’t make their own decision for their futre. It seems that the participants 

need a program to explore themselves, to find out who they are, to be awareness of their 

environement, to make decision for themselv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1) the main 

core theme for this career exploration program would include self-exploration, 

environmental exploration, and self-management and self-determination. Upon the programs, 

emotional recognition and expression, sharing their hobbies, and worksheet with significant 

others’ feedback, and slef-monitoring would be the important key for this group, (2) the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some difficulties during group process included diversity of 

strategies, and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provide the most favor strategies for copying these 

challenges, and (3) the research’s reflection and learning from this group process. Finally, 

the researchers provide some guidelines for practioners and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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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編輯委員會組織要點 

一、「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編輯委員會（以下稱本編委會）由「台灣心理諮商季刊」

主編邀請組成之，任期為四年。 

二、本編委會置主編一人，編輯委員若干名，共同執行季刊之編輯與審查工作。 

三、本編委會下置助理編輯與編輯助理各一至三人，擔任本季刊編輯之行政工作。 

四、本要點經本編委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編輯委員會編審工作要點 

一、「台灣心理諮商季刊」（以下稱本季刊） 為定期出版之學術性期刊。本季刊之編

輯委員會為處理文稿編審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季刊常年徵稿，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各出刊一期，每期刊出至少二

篇，以文稿審查通過先後為序。主編於接到稿件後兩個月內進行審查作業。  

三、本季刊審查作業採匿名制，季刊論文稿件經主編和助理編輯執行匿名作業後，再

送交編輯委員提出審查委員推薦名單。如投稿人為編輯委員，於推薦該稿件之審

查委員人選時，應迴避之。  

四、依匿名審查者之審查意見決定稿件處理方式如下表所示： 

 

「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稿件審查處理方式一覽表 

處理方式 
第一位審查委員結果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不宜刊登 

第
二
位
審
查
委
員
結
果 

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宜刊登 送第三位複審 送第三位複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由主編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 

五、本季刊編輯委員另訂定文稿審查暨著作財產權處理要點，以俾利審查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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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理諮商季刊」徵稿通告 

 

一、主旨 

「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與台灣心理諮商資訊

網出版暨發行，採季刊與電子形式出刊。本季刊以發表心理衛生、輔導、諮商心理、

臨床心理、復健諮商、社會工作、精神醫學、精神護理、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特殊

教育、員工協助方案等與助人專業相關學科之學術專論與實務專論為主，包括：量化、

質性或質量整合的實徵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綜論性文章（review essay）以及個

案研究等（不同文章類型稿件適用不同之審查標準）。本季刊採雙匿名審查制度，發行

主要目的在於增進心理諮商與助人相關專業之學術交流、提昇學術研究風氣，希望透

過本季刊的平台，能結合更多的華人與華文使用者，善用華人語言與華人文化的特色，

做出更多更好的學術探討與研究，為增進國際的交流我們也提供英文的標題與摘要，

同時也接受英文的稿件，我們期待能跨越國際推動含攝華人文化（Chinese Culture 

Inclusive）的心理諮商研究風氣。 

 

二、稿件格式（請參閱「台灣心理諮商季刊」投稿論文格式之說明） 

 

本刊歡迎海內外中英文稿件，中文稿件以正體、簡體投稿皆可。來稿請參考「美

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規定體例，每篇以三萬字以內為原則。請勿一稿兩投。稿件內容

依序包括下列各項：（有關作者個人之相關資料，僅能於作者基本資料表中呈現） 

 

（一）作者基本資料表（表格請至 http://tcq.heart.net.tw/下載） 

填寫作者基本資料表，載明論文題目、全體作者之中英文姓名、任職機構中英文

名稱、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之地址、電話、傳真及 E-mail（通訊作者為本學刊為提供

學術交流而設置，請作者於投稿時提供相關資料以利進一步學術對話之開展）。 

 

（二）中文摘要頁 

以 500 字為限，含論文題目、摘要及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 

 

（三）正文 

正文段落標題可有彈性，但宜有前言、本文、結論、以及參考文獻等之結構。 

 

（四）英文摘要頁 

以 500 字為限，含論文題目、摘要及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 

 

（五）著作權授權同意書（表格請至 http://tcq.heart.net.tw/下載） 

投稿文章之所有作者均需分別填寫一式兩份。 

 

http://tcq.heart.net.tw/standar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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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格式、符號、標題、數字、圖表、引用書目及參考文獻等撰稿體例請參閱本

學刊投稿論文格式與本學刊之內容，或依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規定體例（文

稿格式不符者，本季刊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來稿請由左至右、直式橫寫電腦打字，註明頁碼（每頁印 38 行，每行 35 字，12

級字，段落距離 0 列，單行行距）為原則。 

 

三、著作權授權條款 

 

投稿論文經本季刊接受刊登，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

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做下述利用：  

（一）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二）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

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三）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給學術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四、審稿 

 

本季刊收到稿件之後，由主編確認內容、格式是否符合本學刊之原則，交由編輯

委員推薦二位相關領域之專家進行匿名審查，審查意見與結果將主動回覆稿件作者。

凡經審查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章，於作者修改後再行刊登。凡曾在相關研討會上發表過

之文章、改寫的學位論文或研究經費的來源等，請於作者基本資料表之作者註一欄中

加以說明。 

 

本季刊採常年徵稿、先到先審制。請將稿件以電子郵件寄至 tcntcq@gmail.com，

註明「投稿台灣心理諮商季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可擇一寄發，但以電子檔為佳：

(1)電子檔：列印紙本簽名後掃描成電子檔，或將個人簽名以圖檔插入著作權同意書電

子檔，再將成果直接寄至刊物信箱；或 (2)紙本：寄至 50007 彰化市進德路 1 號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轉「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編輯委員會收，或傳真至 

(04)-7276542；電話：(04) 723-2105 #2208；E-mail：tcntcq@gmail.com 

mailto:tcntcq@gmail.com
mailto:tcntcq@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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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理諮商季刊」投稿論文格式 

 

本季刊以發表心理衛生、輔導、諮商心理、臨床心理、復健諮商、社會工作、精

神醫學、精神護理、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特殊教育、員工協助方案等與助人專業相

關學科之專論為主。接受全球之正體中文、簡體中文與英文稿件之投稿。稿長以三萬

字以內為原則。行文請由左至右、直式橫寫電腦打字，並以 Word98 以上版本格式存

檔，正文中請勿使用任何排版技術。正文請採 12 級字，段落距離 0 列，單行行距，中

文部份（含標點符號）請以新細明體與全形輸入，英文（include punctuation marks）請

以 Times New Roman 與半型輸入為原則。左右邊界 3.17 公分、上下邊界 2.54 公分。  

稿件格式請依下列規定： 

 

一、標題層次  

 

（一）中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壹、（靠左，加粗，上下空一行） 

一、（靠左，加粗，上下空一行） 

（一）（靠左，加粗，上空一行） 

1.（靠左，不加粗，不空行） 

(1)（靠左，不加粗，不空行） 

  

（二）英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Centered,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中，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Flush Left,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左，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Indented, boldface,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加粗，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Indented, boldface,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加粗，斜體，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不空行）  

Indented,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斜體，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不空行）  

 

 

 

二、正文  

 

（一）行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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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頁以 38 行、一行 35 字為原則，並註明頁碼。 

 

（二）標題與註解  

1.文內標題請依標題層次規定方式處理，體例如前述。  

2.附表、附圖，標題加粗，標題不大於 12 級字，標號則用阿拉伯數字，例如：表 1.、

圖 1.、Table1.、Figure1 等，圖表中的文字不大於標題，以 word 格式製作，美觀

清晰為原則。 

3.表的標題置於表上方，圖的標題置於圖下方，資料來源請於圖表下方列示。以靠

近正文引用處隨後出現為原則。 

4.正文當中使用註解時，請以阿拉伯數字標於相關文字的右上方，註解內容則列於

頁尾之處，以註腳方式、新細明體 10 號字處理。  

 

（三）參考文獻與其它體例 

1.參考文獻依照中文、英文順序排列，前者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後者依作者  姓

式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同一筆資料自第二行起中文須內縮兩個字、英文須內縮 5

個字元。 

2.文稿格式、符號、標題、數字、圖表、文獻引用方式及參考文獻等撰稿體例請參

考「三、撰稿體例說明」，未在體例範圍內請依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

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之

規定體例或本季刊之內容。  

 

三、撰稿體例說明  

 

（一）文獻引用方式 

正文中引用文獻，以標示作者名（中文作者姓名全列，英文作者只列出姓）、出

版時間（一律以西元年代表示），中文引用使用全型符號，英文引用使用半型符號，

範例如下： 

  1.單一作者 

  (1)中文，如：（林杏足，2002） 

  (2)英文，如：（Hsieh, 2003） 

  2.兩位作者 

  (1)中文，如：（謝麗紅、鄭麗芬，1999） 

  (2)英文，如：（Chang & Chu, 2001） 

 

 

3.三位以上作者 

(1) 中文，若在五位作者以內，第一次出現須全部列出，如：（賀孝銘、林清文、李

華璋、王文瑛、陳嘉雯，2007），第二次出現則需簡稱，即（賀孝銘等，2007），

若有六位以上作者，則第一次出現即需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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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引用規則如上述之中文文獻，如：（Wang, Ratnofsky, Troppe, & Fletcher, 

2002），之後則為（Wang et al., 2002）。 

4.翻譯本引用：請註名原作者姓名，以及作品及譯本之年代，如：（Johnson & Johnson, 

2003/2005）、（Jacobs, Masson, & Harvil, 2006/2008）。 

5.引用兩篇以上文獻以分號隔開（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依姓氏或字母排序） 

(1)中文，如：（張虹雯、陳金燕，2004；黃宗堅、葉光輝、謝雨生，2004；趙淑珠、

蔡素妙，2002） 

(2)英文，如：（Huang & Huang, 2005; Kao & Landreth, 1997; Wu, 2003） 

 

（二）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在前，英文文獻在後，需依中文筆劃與英文字母序依次列出。中文篇名、

期刊名與卷期以粗體字標示；西文篇名、期刊名與卷期以斜體字標示，範例如下： 

1.書籍 

(1)中文 

張景然（2004）。團體諮商的觀念與應用。台北：弘智。 

高淑貞（2006）。親子共讀、怎麼開始？載於何琦瑜（主編），家庭教育：贏的

起點（pp. 317-321）。台北：天下雜誌。 

(2)英文  

Corey, G., Corey, M., & Collanan, P. (1993).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4th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Collie, R. K., Mitchell, D., & Murphy, L. (2000). Skills for on-line counseling: 

Maximum impact at minimum bandwidth. In J. W. Bloom & G. R. Walz (Eds.), 

Cybercounseling and cyberlearning: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for the millennium 

(pp. 219-236).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3)譯本 

Jacobs, E. E., Masson, R. L., & Harvil, R. L. (2008). 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程小

蘋、黃慧涵、劉安真、梁淑娟譯）。台北：五南。（原著出版於 2006） 

2.期刊 

(1)中文 

王智弘、林清文、劉淑慧、楊淳斐、蕭宜綾（2008）。台灣地區網路諮商服務發

展之調查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9（3），395-412。  

劉淑慧、林怡青（2002）。國三學生選擇入學學校之抉擇歷程與其影響因素。中

華輔導學報，11，71-123。 

(2)英文 

Hsieh, Y. H. (2003).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orienting of visual atten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3), 227-241. 

Kao, S. C., Lin, C. E., & Chiu, N. Y. (2006). A proposed e-care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Practice, 12(3), 180-186. 

3.會議、研討會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王智弘.pdf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王智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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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文 

陳均姝、王郁琮、王麗斐（2007 年 9 月）。大學生成長團體與教育心理團體之治

療性因素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台灣統計方法學學會 2007 年會暨第四屆統計方

法學學術研討會，台北。 

郭麗安（2004 年 9 月）。同志與異性戀婚姻關係中的性別角色：諮商實務上的反

思與實踐。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三屆年會，台北。 

 (2)英文 

Wu, T. (2004, July). A comprehensive ethnic identity model for Chinese American 

women. Roundtable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ia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onolulu, HI. 

Price, S. M., Potter, L., & Wang, Y. L. (2006, November). Evaluating the role of VERB 

brand in influenc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Atlanta, GA . 

4.學位論文 

(1)中文 

施映竹（2011）。兒童網路成癮評估模組之建構及其實徵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彰化。  

(2)英文  

Deng, C. P. (2006). Development of an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Basic Interest 

Scal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IL. 

5.專門研究報告 

(1)中文 

趙淑珠、程小蘋（2001）。中學行政主管人員性別意識之評估研究。行政院國科

會研究計畫（NSC89-2413-H-018-031）。 

(2)英文  

Mazzeo, J., Druesne, B., Raffeld, P. C., Checketts, K. T., & Muhlstein, A. (1991). 

Comparability of computer and paper-and-pencil scores for two CLEP general 

examinations (College Board Rep. No. 91-5). 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6.電子媒體   

(1)中文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01）。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取自

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shtm 

(2)英文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05). ACA Code of Ethics. May 25,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unseling.org/Resources/ 

odeOfEthics/TP/Home/CT2.aspx 

（文稿格式不符者，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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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論文名稱：                                       （以下稱「本論文」） 

 

一、若本論文經台灣心理諮商季刊（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接受刊登，作者同

意非專屬授權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做下

述利用： 

1. 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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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者同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得依其決    

定，以有償或無償之方式再授權予其他資料庫業者，有償資料庫之權利金收入則

歸【彰化師範大學】所有。 

 

三、作者保證本論文之研究與撰寫過程中合乎相關專業倫理之要求，並為其所自行創

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仍對授權著作擁有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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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Board Organization -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Board consists of one Chief Editor.  

 The Editorial Board recruit ten to thirty reviewers with a four-year term to participate in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The Editorial Board consists of one to two Assistant Editor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involved in the editing of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ake effect as the date of the approval or amendment of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Editorial Board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are developed by the board members to facilitate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of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is an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with at least three 

papers per issue. Papers are publish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of acceptance. Submissions 

will be reviewed within 2 months of receipt. 

 All submissions are reviewed under a process where both the authors and the referees are 

kept anonymous.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shall refrain from making a recommendation of 

the referees for manuscripts authored by themselves.  

 Based on the referees’ comments, the acceptance of the final the submission is outlined as 

follows:  

Final Decision 

Referee A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R
eferee B

 

Accept as is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review * 

Include a third 

referee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Include a third 

referee 

Re-review 

Accept or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or 

re-review * 

Reject or 

re-review * 

Reject 
Include a third 

referee 

Include a third 

referee 

Reject or 

re-review * 
Reject 

* Decision rests with the Chief Editor based on the quality of the submissions and the referees’ 

comments. 

 Guidelines in regard to review and copyright issues shall be develop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to facilitate the paper review process.  

 Contributions of each issue shall be restricted to one paper per individual as the first 

author. Each volume of the journal shall include at least two research papers external to 

the staff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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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is a scholarly, electron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b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nd Taiwan Counseling Net in Taiwan. The journal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on many topics, 

such as mental health,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tc.. Our purpose is to represen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encourage novice scholar and graduate student to submit, 

enhance the culture-inclusive research of counseling, and advance the trans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We welcome previously 

unpublished empirical and review papers.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publishes papers in the 

areas of  

1. Academic monograph, including empirical research, review essay, theory or skill about 

mental health,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2. Practical monograph, including method or strategy in practical experiences, program 

design and practice.  

 

Manuscript Preparation 

  Submission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e submitted manuscript, two copies of Publication 

Form. Submitted manuscripts must be written in the style outlined in the Publication Format 

of  Global Mental Health E-Journal and the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ition). Any inconsistence with the format requirements will result in return of 

manuscripts. The authors are encouraged to correct the format and resubmit. All manuscripts 

must have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 both containing a maximum of 300 words (1,500 to 

2,000 characters) typed in a separate page. Up to five keywords or brief expressions can be 

supplied with the abstract. A manuscript (including tables, figures, and both abstracts) should be 

limited to 12,000 Chinese words or 6,000 English words. If manuscripts have been presented in 

conferences, have sponsors, or are adaptations of academic degree theses, it should be addressed 

in cover letters. 

  The template of title page an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can be found at 

http://tcq.heart.net.tw/ . All the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of the authors should only appear on 

cover letters not on the title page. All authors must submit two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s must be single-spaced and typeset in 12-point word size and printed on one 

side only of A4 paper with page numbers. Each page has 38 lines and each line with 35 Chinese 

words (not applicable if written in English.) There should be no line spacing between paragraphs. 

The author must supply all submitted materials on a CD in Word files (Word 98 or above). 

  

http://tcq.hear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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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Policies 

  Upon acceptance for publi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as the right to: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ally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access to read, download, or print.  

 Allow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Make editorial change in accepted manuscripts tailored to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Review Process 

  Upon receipt of the manuscripts, the manuscript will be evaluated by the Chief Editor to 

ensure the manuscript content fi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journal. Then, the Editorial Board 

recommends two experts as reviewers to undergo a masked review process. Reviewer comments 

will be forwarded to the authors. 

  

Submission 

  Submissions are accepted at all times. A review process starts shortly after receipt. 

Submission materials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ree copies of the manuscript,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each author with two copies completed) and a CD 

with all the submitted materials. Please send all materials to: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tn. Editorial Board of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 1, Ji-De Road, Changhua City, Taiwan 500 R.O.C. 

Tel:886-4-723-2105 Ext.2211 

Email: tcntcq@gmail.com 

mailto:tcntcq@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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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script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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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more than one authors, please write in the order of auth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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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e First Author and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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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 Note: 

(If applicable, need to mention sources of research funds, academic theses the manuscript adapted from, and/or 

conferences the manuscript has been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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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script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ill be addressed as this Manuscript throughout this form) 

1. Upon acceptance of the Manuscript, the author, I, hereby transfer and assign to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the copyright to: 

A.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 or electronic forms. 

B.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their users to read, download, and print. 

C. Permit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D. Adjust accepted manuscripts in order to fit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2. The author permits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an grant the use of this Manuscript to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for free or for a cost. If it is for a cost, the money belongs to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3. The author adheres to all related ethical guideline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completing  this Manuscript. This Manuscript is an original piece of work by the author. 

The author has the right to transfer its publishing and proprietary rights. There is no 

plagiarism or violation of copyright. This form is the permission to publish this 

Manuscript. The author still holds the copyright of this Manuscript. If the Manuscript is 

prepared jointly with other authors, the completion of the authorization form for 

publication requires each author to complete this form separately and makes two copies 

of each. By signing this agreement, the author acknowledge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list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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