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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教學法的意涵
直接教學法是一套組織系統相當精密、分明的教材，強調以多單元方式進行
教學，著重避免教材混淆，頗符合身心障礙學生之學習特性，並在特殊學生的教
學應用上有許多實驗研究證實有效（潘裕豐，1998）。洪儷瑜、王瓊珠（1999）
亦指出直接教學法是由教師為整體教學的中心，並將整個教學結構化、系統化。
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伴隨鼓勵與回饋，並提供有利學習的教學氣氛讓學生增加
學習成就、減少挫折。作者整理相關文獻 (盧台華，1985；潘裕豐，1998；劉佩
嘉，孫懋麟，2002；鈕文英，2003；陳雅檸，2006；陳志平、吳麗婷、汪姿伶，
2006；林育賢，2007）中提及，直接教學法的內涵包含有：
（一）教學設計
教師必須能系統化的將學生背景知識與新知識有效連結，並能有效分析所運
用的策略及順序，讓學生能按部就班地學習，因此需把握以下重點。
1. 確立重要的行為目標：教師在教學前應依照學生的個別差異及能力、需
求事先擬定合適的長短期目標，以作為教學上的憑據。
2. 確認課程內容的重要概念：教師本身必須清楚教導知識中的重要概念為
何，才能有效幫助學生建立相關概念以及應用學生先備經驗來學習及解
決相關問題。
3. 設計問題解決策略：教師除了需依據不同的學習問題所因應不同的解決
方式及策略，亦應協助學生類化及運用相關策略來解決問題。
4. 決定必要的教學程序：教師需確定學生能學會某項技能時才能進行下一
步的學習活動，應從簡單的技巧先教，並讓學生能在教師呈現教材並示
範後，能夠獨立練習。
5. 設計教學腳本：教師在教學前應事先規劃好相關的教學內容及活動，作
為該活動設計的教學指引，以免形成亂中無序又牽扯太多無關的內容知
識的錯誤教學活動。
6. 選擇適當範例並系統性地呈現：教師應提供大量的正例（即正確的例子）
及負例（即不正確的例子）
，讓學生可有系統的練習及判斷，並逐漸能熟
悉與類化所學知識。
7. 提供大量練習與複習機會：學生經由不斷的練習與複習後，慢慢地將所
學知識內化，成為本身習得的概念。
（二）教學組織
直接教學模式在教學組織方面的重點包含有：
1. 小組教學：4~10 人為一組，需考量教室和成員的安排，以增加教師與學
生間的互動，並以診斷作為分組的考量，以同質小組進行教學。小組間學

生的正確反應可成為低成就學生的良好示範，對於表現較差的學生亦較不
會使其感到挫折。
2. 持續性的評量：從課堂持續的評量中可發現學生的錯誤類型並進行補救與
澄清，教師再依據學生的評量結果調整教學。對於學生的錯誤類型，老師
需透過不斷的示範、引導，並針對錯誤類型進行診斷分析，讓學生能有效
率且結構化的學習。
3. 教學時間的分配安排：一節課中應安排各種不同的教學活動，而每項教學
活動的時間最好不超過十～十五分鐘，而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應運用多
元的活動來維持學生的專注力。
（三）教學技術
在教學技術方面，教師應著重於下列重點：
1. 同聲反應：當教師問問題時，請全部的學生一起練習回答，如此一來可
提高學生的參與感，而老師可從中觀察學生的學習表現之外，亦能營造
學生共同參與及回答的氣氛，並減輕較為內向的學生挫折感。
2. 清晰的反應訊號：老師可透過拍手、手勢、敲黑板或彈指、點頭等方式
來指示學生一起回答的時機。
3. 快速的節奏：教師在教學節奏上的掌握能保持學生的注意力及維持學習
動機，若速度過慢，容易讓學生感到疲憊或不耐煩，但也需要避免速度
過快而讓學生經歷挫敗感。速度上應由慢至快，同時給予短暫的停頓時
間，讓學生能思考後而回答。
4. 座位安排：透過半圓形的安排，讓老師在前面，而所有的學生皆能看到
與聽到老師，以利教學進行。
5. 督導、監控：老師必須能隨時聆聽學生回答與觀察學生的學習反應，才
能依據學生的學習情形作適當的調整。
6. 糾正錯誤：當學生做出錯誤的反應時，老師需要糾正其錯誤，其步驟為
「示範、引導、測驗、辨別、再測驗」
，以確定學生是否能完全的改正。
7. 診斷與補救：在教學的過程中，老師應能找出學生錯誤的原因及類型，
並針對原因來進行教導，並再次進行測驗，以確保學生的概念以導正。
8. 增強：老師可結合多元活動設計和運用行為改變技術，來提高學生的學
習動機與意願。

二、直接教學法的適用時機
王文科（1999）指出直接教學法的適用時機包含：
1. 需將教材區分或轉化為較容易吸收的形式時
2. 要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避免學生誤認學習內容
3. 讓學生達到精熟的學習目標
潘裕豐（1998）指出，與其他教學法相較而言，直接教學法的適用學科為數
學、閱讀、語言和行為，適用小學中低年級和身心障礙學生。

根據作者實際教學經驗，作者將直接教學法應用於國小資源班學習障礙學生
及國小特教班中度智能障礙學生之實際教學，發現學習障礙學生在識字學習上有
明顯的進步；在智能障礙學生認識錢幣的教學單元中，亦能達到顯著的進步情形。
國內相關文獻中亦指出直接教學法可應用於閱讀、識字、數學、語言、英文、
拼字、作文、推理、問題解決、功能性對話、社交技巧、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
類別（盧台華，1984；盧台華，1985；劭淑華，1997；詹秀雯，1998；洪美鈴，
2000；洪育慈，2001；陳思妤，2003；高珮珊，2004；林沛穎，2005；陳雅檸，
2006；林育賢，2007；李冠穎，2008；賴韋之，2008），由此可知，將直接教學
法實際運用於教學中而能達到有效結果之研究不勝枚舉。

三、直接教學法的優點以及限制
（一）直接教學法的優點
張雪君（1994）提到直接教學法的優點有：
1. 教師考慮到學生先天訊息處理能力上的限制，因此一次只呈現少許的教
材，並要求學生過度學習以達到自動化，便於處理更多的訊息。
2. 有意義的學習建構於相當的先備知識，學生能經由直接教學的系統訓練來
獲得基本的知識與技能，進而從事較高層次的學習。
3. 教師利用問問題、複述、做摘要等方法，幫助學生將短期記憶的訊息轉移
至長期記憶，以便貯存和使用。
4. 其教學程序是一開始教師對學生的學習擔負完全的責任，然後逐漸將學生
的責任交給學生自己，兼顧學生的學習歷程和教師歷程，較符合實際的教
學情境。
Pullen(1999)演講時指出直接教學法有兩個主要的優點（盧台華、王瓊珠，
1999）
1. 可以在很少的時間內教導很多技巧，而且教師可以控制自己的教學速度。
2. 教師可以知道自己要教些什麼，而學生學習到什麼。
蔡文標（2001）提到直接教學法優點如下：
1. 對於身心障礙學生而言，直接教學法是一個有效的教學策略。
2. 直接教學法是運用非常普遍的教學策略，無論是普通學生或特殊學生的補
救教學。
3. 教師可以主導整個教學過程。
4. 對於內向不敢獨自回答的學生，可以藉著齊聲反應來回答。
5. 是由高度系統化之教學技能、教材和學習活動所組成。
6. 強調錯誤糾正、立即回饋和精熟學習。
7. 強調小組教學，教師必須有充足的時間教導學生。
Gersten, Carnine & Woodward(引自洪育慈，2001)亦指出直接教學法能教
學成功的六基本要素為：
1. 明確的一個步驟接著一個步驟的策略

2. 教學過程中確保學生的每一步驟均獲得精熟
3. 隨時訂正學生的錯誤
4. 要逐漸地褪除教師主導的教學，進而將學習的責任移至學生身上
5. 要給學生充分、系統化的示範與練習
6. 隨時複習自己已學得新知識、新概念和新技巧
許嘉予（2008）綜合國內外學者觀點後亦歸納出直接教學法有以下特點與要
素：
1. 結構化教學：整體教學組織精密、教學系統層次分明，並提供結構化的教
材與教法，讓學生能系統化複習與熟悉。
2. 教師主導取向：強調教師示範、引導、糾正學生錯誤，教師並透過結構化
教學、持續評量學生學習並立即提供回饋。
3. 完整的課程內容：應包含課程設計、教材、評量記錄以及教學技巧、教室
的組織與管理、師生互動品質等等。
（二）直接教學法的限制
雖然直接教學法擁有非常多的優點，但並不代表適用於所有的學生及教學情
況，教師應該依據每位學生的個別差異作調整。以下說明國內幾位學者針對直接
教學法在運用上的限制提出說明。
蔡文標（2001）綜合部分學者觀點後提出以下限制：
1. 在數學文字題的解題方面，對於一步一步的分析教學步驟並不適合，且有
其限制性。
2. 直接教學法對學生來說較為枯燥乏味，而且大量的學習單不斷的練習下，
對部分的身心障礙學生而言負擔太大。
3. 直接教學法容易抑制學生主動進取的精神，而且無法將此教學法運用於教
導高層次的思考技巧。
4. 部分學者認為直接教學法的教學方式不自然，容易妨礙學生創造思考的能
力。
5. 有些較為複雜的學習目標是無法被分割成具有順序性的小步驟，而造成教
學上的不便。
6. 教學上的設計、組織與教學技術不易掌握，亦有可能因為教師人為的因素
而造成教學效果不彰。
7. 直接教學法僅適合 4~10 人，對於大班教學並不適合。
張雪君（1994）從心裡學的觀點來探討直接教學法的優缺點，在實施限制方
面亦提到教師將教材過於細部分析，過程中的邏輯排列順序未必符合學生的學習
順序。同時，直接教學法無法有效發展學生高層次的思考能力，而且忽略了情意
方面的教學。
潘裕豐（1998）指出，直接教學法是以教師為中心，從許多實證性研究也可
瞭解直接教學法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成效，但潘裕豐亦提出對於直接教學法
的反思觀點，如下：

1. 直接教學法採用應用行為分析理論、溝通理論與知識系統的邏輯分析來建
構出主要的教學策略系統，但若實際上要將此三種理論做緊密的整合，並
非想像中的容易。
2. 由於過渡簡化教學內容與教材組織，導致教學的課程內容不容易有完整的
概念，所學內容亦容易形成片斷知識。
3. 由於每節課用來教導單一概念，所需要花費的時間較長，而教師必須為教
學成敗負完全的責任，對教師而言形成重大壓力，容易造成教師的反彈。
4. 直接教學法的基本假設，是認為學生是被動的學習個體，忽視學生主動學
習的潛能。
5. 直接教學法適用學科內容明確、清楚和有系統的教材，對於組織性較為鬆
散和高層次思考的學科則不適用。
6. 對於正常兒童而言，直接教學法反而容易抹煞其主動學習的動機。
陳至平、吳麗婷與汪姿伶（2006）亦綜合學者的觀點提出以下的運用限制：
1. 適合小組教學，大班教學並不適合。
2. 教師若將教材過度的簡化分析，容易造成學生僅學到片段的知識而缺乏整
體概念。
3. 每堂課只教導單一概念，容易造成枯燥乏味的現象，教師應該視情況作調
整。
4. 教師事前準備的時間較長，且需精熟教學流程與技巧，容易造成教師的壓
力，亦可能因為教師個人因素或因不熟悉直接教學法而造成效果不佳。
5. 教學過程為教師主導，容易壓制學生主動進取學習或學生的高層次思考技
巧，應於實施前評估直接教學法對於學生的適切性及必要性。
由上述可得知，教師是否能妥善直接教學法及掌握部分關鍵要素，才能將此
教學法運用得當。高珮珊（2004）則指出教師在運用直接教學法時應該注意的事
項，如下。
1. 實施直接教學法時，教師除了要注重教學方法外，同樣也要強調教學內容
與氣氛。
2. 直接教學法並非最合適每一種教材或每一位特殊學生的教學法，教師應在
使用的同時搭配多元的教學方法，以吸引和維持學生的專注力。
3. 整個教學過程中，需要不斷的採累進複習的方式，讓學生能有足夠練習的
機會。
4. 直接教學法雖無助於學生自由思考的空間，但教師可在教完範例而學生亦
能夠表現正確時，可依據當時情況適時地增加具有思考性的問題。
事實上，無論使用哪一種教學法，都應該針對學生的個別差異及教材的內容
來適當地調整教學模式，作者根據本身運用直接教學法的教學經驗中發現，若依
照現階段國小一堂課 40 分鐘的教學時數來分配，如果花費一整堂課於同一個概
念做教學，的確容易造成身心障礙學生學習上的疲憊，教學過程中亦無趣味性可
言，教師似乎在扮演著教學的機器，不停的重複問相同的問題。但若依據直接教

學法中的設計，每個概念教學時間不超過十五分鐘，教師從教學活動中確保學生
欲學習的概念精熟後，而其餘的時間分配則可搭配相關多元性的活動，或者是結
合遊戲於教學活動中，除了能透過遊戲來複習概念，亦可增加學習的趣味性，免
除掉枯燥無趣的教學。

四、教學過程
直接教學法的教學設計皆經過非常嚴謹的計畫，並依據學生的需要來設計，
教師亦需要熟悉整體實施的程序並進行教學，學生才能獲得最佳的學習成效。而
國內外學者對於直接教學法的教學程序主張各有不同，如下。
蔡文標（2001）整理國外學者 Mann, Suiter 與 McClung（1992）；Lynch
與 Lewis(1988)；Hammill 與 Bartel（1995）後提出直接教學法教學程序有五
個程序：
1.示範模仿：教師做正確的示範，讓學生學習能夠有所依循，並在教學前應
確定學生的先備知識技能，以利整個教學過程的進行。
2.引導練習：教師提供充足的時間讓學生有機會練習
3.測驗評量：當學生的學習告一段落時，教師需評量學生的學習情形，瞭解
學生的學習精熟程度，以作為再教學的參考依據。
4.獨立練習：直接教學法最終的目的是要使學生能獨立學習，教師的角色逐
漸褪除，由學生來獨立學習。
5. 直接教學：透過精密的教學步驟，教師提供大量的範例，並運用問題來
核對學生的瞭解情況。
Stein、Carnine 與 Dixon(1998)提出直接教學法的五個主要教學設計包含
確定學習目標來組織教材（Identify big ideas to organize content）、教導
清楚地策略 （Teach explicit, generalizable strategies）、鷹架教學
（Scaffold instruction）、整合教學技巧及教材內容（integrate skills and
concepts）、提供足夠的評量、複習（provide adequate review）。
1. 確定學習目標來組織教材：應包含長短期目標。
2. 教導清楚的策略：透過學習策略來熟悉內容彼此的關係，而非單調背誦、
死記的方式。
3. 鷹架教學：透過指導、回饋、結構化的同儕活動來實施，並採取小組合作
學習的模式進行。
4. 整合教學技巧及教材內容：由簡而繁地先教策略中必備技巧，再進行整體
教學策略的統整，讓學生學習如何應用知識。
5. 提供足夠的評量、複習：包含有效、充分、廣泛、重視累積性及多變化的
評量。
蔡文標（2001）歸納國內外學者相關意見後，提出下列八個程序，包含確定
學生所要學習的技能目標、設計教材，教學活動和經驗、由教師示範學生模仿、
教師引導學生練習、教師糾正學生的錯誤，並給予立即的回饋、提供充分的練習

時間、培養學生獨力練習的技能、測驗評量，作為評量教學的規準。
1. 確定學生所要學習的技能目標：包括長短期教學目標，教師亦需要列出學
生的學習指標作為評量的依據。
2. 設計教材、教學活動和經驗：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應該以背誦或死記的
方式要求學生無趣的記憶，而應以實際上所能應用的問題解決策略來教
導，讓學生未來能自行運用。
3. 由教師示範學生模仿：在課堂中的教學活動中，教師必須慎選所用的範例
及錯誤糾正步驟，而例題方面的練習可透過作業紙或在教學中重複的練
習。
4. 教師引導學生練習：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生動活潑，速度亦應掌握良好，
讓學生能在有條理的引導下跟著學習。
5. 教師糾正學生的錯誤，並給予立即的回饋：教師必須能分析學生作業或測
驗上的錯誤類型， 並找出學生學習結果不佳的原因。若錯誤並非很明顯，
教師亦應該仔細觀察，並透過詢問學生的方式來瞭解錯誤原因。一旦瞭解
學生的錯誤原因後，再教一次完整的策略，然後再提供一些錯誤類型的相
似問題來測驗學生，已確定該缺失是否已經學會。
6. 提供充分的練習時間：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需逐漸減少提示及簡化各項步
驟，同時應提供學生大量練習的機會，直到學生熟悉為止。
7. 培養學生獨力練習的技能：教師從教學中可觀察學生的學習進步情形，在
逐漸褪除提示，讓學生可逐漸獨立練習該技能。
8. 測驗評量，作為評量教學的規準：透過持續的評量來發現學生的錯誤及進
步情形，若偵測有錯誤時，方可提早進行補救。教師亦可透過評量的結果
來檢視自我教學的情形，並視需要調整或變換教學活動。
鈕文英（2003）整理 Rosenshine 和 Stevens 在 1986 文獻中提到直接教學
法的程序包含有：
1. 每日複習與作業檢查：每次教學前先複習上一堂所學，並檢查前一次的回
家功課完成情形。
2. 教學：教師在一開始教學之前，必須先向學生清楚地說明此堂課的學習目
標、學習內容與大綱，並已結構性的方式來進行小步驟的教學步調。在整
體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必須充足的圖解和具體的正例及反例，同時透過示
範操作的過程、問問題的方式來瞭解學生是否清楚及瞭解。倘若學生仍不
瞭解學習內容，教師必須重新說明概念，並以更詳細的方式來解說。
3. 引導練習：在教師有系統的引導下，學生要能擁有充分練習的機會，並且
是所有小組學生都需跟著參與。從學生的練習和回答中，老師可趁機瞭解
學生的學習情形及是否真正理解，再依情形做適當的教學或補充。
4. 給予回饋：當學生做出正確的反應時，教師應該給予立即的正向回饋，如
讚美、摸頭、微笑、點頭或鼓掌等；若學生表現出遲疑或不知如何是好的
反應時，教師則需依據學生的程度給予適當的協助；若學生做出錯誤的反

應時，老師需要時時偵測與歸納學生的錯誤類型，並告知正確的答案為
何。除了給予學生正確的答案之外，老師亦需要瞭解學生的錯誤發生時間
（一開始、結束或任何時間）、錯誤的型態（偶發性、經常性還是不斷重
複的錯誤）、以及錯誤的發生原因，例如可能原因是來自於學生本身或是
環境的因素，亦或是教師本身的問題等等。教師必須要針對不同的原因來
因應，以找出最適合學生學習的方法。
5. 再練習：教師給學生回饋之後，需要再次給予學生充分練習的機會，直到
確定學生已將所學的概念學習精熟，並能獨立操作。
6. 週複習與月複習：雖然學生已經學會此概念，但仍須系統性的複習過去曾
學過的教材，或者是透過回家作業的方式來持續的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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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教學法之相關研究
(1)
教學法名稱

直接教學法

篇名

以直接教學法教導閱讀困難學生之成效探討

作者

吳麗婷(2005)

出處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研究所

研究對象

閱讀困難學生

教學流程

原則如下：
1. 明確訂定所要達成的學習技巧與目標
2. 分析課程的學習技巧
3. 將學生學習的工作任務清楚列出
4. 了解學生的先備知識(技能)及需要學習的知識或技能
5. 教師進行直接教學
6. 每一個教學步驟只教一個學習概念
7. 測驗評量昨學生的學習效果
Pullen(1999)提及直接教學法所呈現的技巧如下：
1. 小組教學：利用同質分組實施教學活動
2. 齊聲反應：即教師說一次然後學生一起同聲回答，教師再
說一次然後學生在同聲回答，以避免會的人先回答，而不
會的人不去思考。
3. 提供反應的訊號：給學生一個訊號，提示學生何時一起反
應，以控制參差不齊的回答秩序。
4. 快速的教學節拍：教師需控制學習效率，教師能講什麼學
生馬上回答。控制很好的狀況可讓學習落後的學生，達到
該有的水準，這就是快速節拍。

教學成果

結果顯示所有學生在閱讀理解方面皆有進步，其介入效果的進
步空間達85%以上，如此的研究相對增加學習障礙學生在閱讀
上理解的能力，是可供在教學習障礙學生作為參考。
直接教學法對閱讀困難的學生有很正面的影響，雖有少部份未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亦有其進步的趨。Kuder(1990)認為直
接教學法的閱讀教學是有益於低成就學生及障礙學生，又
Pullen(1999)也提及之前舊經驗中，直接教學法教導閱讀是有效
的方法，因此相信若掌握直接教學法的精髓，以細部化的課程
內程及提供充分的練習和複習，是能促進閱讀困難學生的閱讀
能力。

(2)

教學法名稱

直接教學法

篇名

直接教學法在身心障礙學生教學上之運用

作者

潘裕豐(1998)

出處

國小特殊教育期刊第 25 期 頁 25-33

研究對象

小學中低年級、身心障礙學生

教學流程

一、教學設計
1.書面的介紹
2.小組教學
3.教學的程序
4.監控的程序
5,形成性評量
二、教學組織
1.小組教學
2.持續性的評量
3.教學時間的分配
三、教學技術
1.問學生問題時，請學生一起回答，提高參與感及注意力(桐生
反應)。
2.並用拍手、敲黑板、彈指等方式，指示學生何時該作答(清晰
的反應訊號)。
3.在發現錯誤後，立即予與修正，連續答對三次才算通過。
4.診斷及補救方面，應找出學生的錯誤類型，針對其錯誤的部
份，必要時重教策略，經用黑板或作業紙再教學一次。最後要
重測類似問題以確定已補救。
5.座位安排為半圓形，以利教師監控，成就較低者坐中間，但
避免鄰座均為成就低者
6.增加動機方面，採積分制，凡受試正確率達 80%時，即可獲
得一分，當週點數達最高者擔任下週小老師。

教學成果

由於教學過程是有結構的、組織化和敘述清楚的，從課程設計
到管理技巧，都是教師扮演主導者的角色，以高度結構化的課
程及教學過程而具有極高教學成效。

(3)
教學法名稱

直接教學法

篇名

直接教學法在學習障礙學生識字教學運用之探討

作者

邱柏瑞(2008.05)

出處

雲嘉特教第 7 期 第 48-58 頁

研究對象

學習障礙學生

教學流程

實施程序：
1.分析學生先備知識技能。
2.確定教學目標及由簡單到複雜的教學步驟。
3.教師提供範例示範，學生模仿學習。
4.教師引導學生學習，使學生達到精熟程度。
5.糾正錯誤，不斷地給予立即回饋。
6.提供充分練習的時間，從提示練習到能獨立練習。
7.持續性評量學生學習成效。
教學技術：
1.有效的提示：教師在課程活動中對課程作重點提示，讓學生
能順利學習。
2.有效的節奏：教師掌握教學進度快慢，避免慢節奏使學生不
耐煩，快節奏使學生經歷挫折感。
3.有效的訊息：教師運用各種手勢、彈指等訊號提示學生反應
回答。
4.有效的回饋：發現學生錯誤的反應，應立即訂正，當連續正
確三次才通過。其步驟為「示範→教學→評量→學生完整無
誤」，以確定學生是否完全更正錯誤。
5.有效的評量：從診斷補救方面找出學生錯誤類型，針對錯誤
部分再進行教學，完全正確後，再進行下一主題的教學。
6.有效的增強：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教學成果

直接教學是教師中心的教學模式，視教師為知識和資訊的主要
來源，教師熟練練習和回饋技巧是直接教學的重點。如果教師
的教學方法和教材是明確清晰而不含糊，則所有的學生都是可
以教導的，都可以從直接教學法中獲益。

(4)
教學法名稱

直接教學法

篇名

直接教學法對二年級識字困難學生識字與應用詞彙造句之成
效

作者

宣崇慧、盧台華(2010)

出處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35 卷 3 期，103-129 頁

研究對象

二年級聲調覺識與快速唸名不同認知表現類型之識字困難學
童

教學流程

閱讀教學課程：
每一個新知識概念的教授程序依序為「示範」
、
「引導」與「練
習」三步驟，
「示範」是教師展示預期的學習表現；
「引導」是
讓學生跟著教師的示範做；「練習」是讓學生透過教師提問回

答預期表現。每一程序以 10-15 分鐘為原則。師生互動方面，
教師根據學生的反應給予適當的回饋是進行 DI 之教師須具備
的重要技能。互動的歷程包括：反應正確，給予立即鼓勵；反
應錯誤，則重新示範、引導與練習，每項技能透過反覆練習以
達到精熟。錯誤修正以診斷與補救為目的，教師從學生錯誤中
找出犯錯的原因，根據犯錯原因，重新示範引導，再提供正反
例澄清錯誤概念並做精熟練習。提問練習時，教師在每次提問
後，給予訊號引導學童進行團體或個別回答，目的是藉由讓學
生等待訊號的過程以保持其專注力。
中文識字困難補救教學設計：
採集中識字取向，依據中國文字本身表音、表形、表義等特性，
以及中文讀寫困難者平日外顯的學習困難表現（如：無法有系
統地儲存及提取已學的字、學過的字馬上就忘或容易與其他字
混淆等）來設計，以幫助學習者形成比較明確、精簡的認知運
作程序，以有效儲存及提取新字，如此，可節省記憶空間並充
分利用有限的認知資源，並引導學習者利用字形規則尋找文字
中可利用的形、音、義訊息。
教學成果

閱讀教學課程：
以國小三至五年級學童為對象，在閱讀補救教學模式的成效，
結果發現，接受直接教學法之三年級學童，第一年後的唸字技
巧與一般生間的差距減少了2/3，在口語流暢度與句子閱讀理解
上也有顯著進步；然而五年級學童在各方面卻沒有顯著進步。
中文識字困難補救教學設計：
教導基礎的聲調區辨能力或單獨強調聲旁表音與部首表義功
能，只能形成部分的立即效果，對識字學習表現的效果有限。
而統整聲旁及部首功能與字形組合空間規則與方式，以增進學
童字形組合知識，則可提升學童的識字表現。

(5)
教學法名稱

直接教學法

篇名

直接教學法在資源班數學補救教學之實例運用

作者

李冠穎 南投縣雲林國小資源班教師

出處

特教通訊 97 年 07 月 第 39 期(19 頁-25 頁)

研究對象

國小學習障礙的學生

教學流程

直接教學法實施程序：
1.將任務分為小步驟 2.執行試探以確定學生的學習情形 3.提供
回饋 4.提供圖表圖片增進學生的理解 5.提供大量獨立練習的機
會。

直接教學法的規劃：
一、教師負全責的結構化教學設計；二、善用教學技術增加身
心障礙學生的學習機會；三、重視學習評量的使用。
DI 的實施程序為教師必須先針對學生的學習目標做編序教
學，以示範的方式與立即回饋逐步引導學生學習，隨時評量學
生的學習情形，針對困難再予補救，最後逐漸褪除教師的協
助，讓學生能獨立完成某項技能。
教學成果

使用DI 在三位數除以二位數的學習成效上，第四節課學生A學
習單五題錯了兩題，有一題是將橫式寫成直式時題目抄錯(將5
抄成3)，另外一題是個位數的商是零卻沒寫上去；學生B五題
一樣錯了兩題，兩題都是錯在減完掉下來繼續除的這個部份，
表示學生B在這個規則上尚未完全熟悉，但是值得欣慰的是，
學生B對於被除數與除數的擺放位置及判斷商餘數不能比除數
大這方面已有進步。上完四節課之後，老師每天還是給予作
業，到第八節課至第十節課再評量時，二位學生已經可以在五
題中對四題。
對於身心障礙的學生而言，同時給予太多學習目標是不合宜
的，不僅無法達到教學成效，同時亦容易造成學習的挫敗感。
但是透過DI，視學生情形一節課只作一至二項合理的目標要
求，不僅讓學生清楚當節課的學習任務，並且可以提高其成功
的經驗。

(6)
教學法名稱

直接教學法

篇名

直接教學法對於數學低成就學生之教學成效

作者

高珮珊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出處

特教通訊 93 年 12 月 第 36 期(65 頁-69 頁)

研究對象

國小學習障礙的學生

教學流程

直接教學法係由教師為教學的主體，在教學前先設計好教學流
程，將教學內容細分成許多的步驟；在教學時，由教師示範、
引導學生學習，隨時給予學生回饋，帶領學生表現出正確的反
應，增加學生的學習成就感，減少挫折感。
實施時應注意：
1.實施直接教學法時，除了要注重教學方法外，也同樣強調教
學內容及教學氣氛。
2.直接教學法並非最佳的仙丹良藥，教師在使用直接教學法的
同時，也應配合多元的教學方法，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3.採累進複習的方式，來增加學生練習的機會。

4.直接教學法無助於學生的自由思考空間，教師在教完範例，
且學生有正確表現後，可讓學生做具有思考性的問題。
教學成果

教學即係使學生能學習到重要的知識與技能，每位學生皆有個
別差異，必須有賴教師的教學敏感度，才得以有效地提昇學生
的學習能力。
對數學的重要概念、計算、及解題上無法完整地作統整的任
務，而教師若給予具有結構性的教學內容，有順序性的教學順
序，小步驟的教學，使學生循序漸進的學習解題，再加上師生
良好的互動，如此，學生才會樂於學習，增進學生自信心。

(7)
教學法名稱

直接教學法

篇名

直接教學模式對國小智能障礙學生性騷擾防治學習成效之研究

作者

黃德州 桃園縣蚵間國小；何素華 中原大學特教系

出處

特殊教育與復健學報，民 98 第 21 期(19-48 頁)

研究對象

國小智能障礙學生

教學流程

（一）研究變項
1.自變項
採用直接教學模式進行之性騷擾防治教學。由研究者於每週
二、三、五的早自習，在啟智班隔壁的教室進行實驗教學，每
次教學四十分鐘。
2.依變項
受試者接受性騷擾防治知能測驗以及性騷擾防治應變能力評
量之正確率。正確率公式為答對題數除以所有題數乘以 100%。
3.無關變項之控制
在研究開始之前，研究者先確定啟智班老師在實驗開始之前到
實驗期間，不會進行相同主題或同性質的教學活動。另外，研
究者並確認受試者在課後或在學校參與普通班教學活動時，不
會接受有關性騷擾防治的教學活動，以免影響實驗的內在效
度。
實驗設計共分為四個階段：基線期（A）、處理期（B）維持期
（M）及類化期（G）
。在基線期不實施教學，只利用早自修，
以性騷擾防治知能測驗及性騷擾防治應變能力評量表收集學
生的基線資料。待基線穩定之後，進入處理期，研究者對學生
進行性騷擾防治課程教學，並持續收集其學習成效資料。當受
試者在各單元性騷擾防治知能測驗的答對率，已連續三次超過
85%時，才撤除實驗處理。若受試者的表現達到預訂標準，間
隔兩週後，此位受試者開始進入維持期，並進行三次追蹤評

量，以性騷擾防治知能測驗評量其維持效果。維持期結束之
後，進入類化期，以性騷擾防治應變能力評量表評量其類化效
果。
教學成果

（一）直接教學模式對於國小智能障礙學生「認識身體接觸及
隱私處」之學習有明顯的立即和維持成效。
（二）直接教學模式對於國小智能障礙學生「辨別性騷擾及易
受騷擾情境之學習有明顯的立即以及維持成效。
（三）直接教學模式對於國小智能障礙學生「性騷擾的應變及
處理」之學習有明顯的立即以及維持成效。
（四）直接教學模式對於國小智能障礙學生「性騷擾的應變及
處理」之學習有中等程度的類化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