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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教師與汞來教師特殊教育態度之研究

說清守

本研究旨在探討現職中小學教師和未來中小學教師，對於特殊教育的認知態度和對於特

殊學生色的情感態度。從師範大學日閻部選取未來教師 179 人，進修部選取在職進修教師 145
人為樣本。利用自編「特殊教育態度問卷」作工具，調查他們對於(1)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的

關係、 (2)殘障學生的生命價值、 (3)特殊教育的課程與師資、(省特教教師與一般教師的職責能

力與教學交流、 (5)特殊學生的罔歸主流和接納意願、(6)特殊班的師生編制、(7)一般教師和父

母對於殘障兒童的態度和期望、(8)特殊教育的理論依攘安置方式和教學成效等問題的知覺和

看法。研究結果顯示，接受中圖文化薰陶和師範教育培養的師能生和中小學教師，對於特殊

教育問題巴有相當認識和理解，對於殘障學生極具人道主義的精神和絮矩之道的態度。其中

已經修習特教課程教師、取得教師資格教師、女性教師、和具有接觸殘障經驗教師、對於特
殊教育和特殊學生所表現的態度更為積極。由此肯定師範教育、特教課程、性別、和接觸殘

障經驗等因素與特殊教育態寰的關係。

影響特殊教育發展與進步的因素固多，其中師資一項應為關鍵所在。

特殊教育為普通教育的→環，彼此相輔相成，而非對立互斥。普通教育的普及，提供特殊教育發

展的契機，而特殊教育的進步，則提升普通教育的素質。

目前特殊學校和特殊班級的設立並不普遍足侈，所以普通學校需要兼施特殊教育。況且特殊學生

的數育安置並非固定不簣，隨時需觀其生長發展、學習表現、和適應狀視，予以調整遷置。加上近年

以來受到岡歸主流 (mainstreaiming) 運動的影響，輕度殘障兒童勢將逐漸岡歸普通車級，接受

統合教育。在事實和趨勢雙重勢力影響之下，→般中小學教師增加教育特殊見童的機會，其與特殊教

育的關係因之愈為密切。

教師對於特殊教育的態度，直接間接影響其從事特殊教育的行為表現。統合教育是否成功，教師

對於殘障兒童的態度和對於岡歸主流的看法，實在撈演著重要的角色 (Gearheart and Weisha

hn, 1976) ，而設計適用的課程和方案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亦同等重要 (Higgs， 1975: Johnson & 
Robson , 1979) 。教師若採消極而刻板的態度來對待特殊見量，勢將形成統合教育的障磚。在教

育情境中，教師對於學生的印象和態度，受到學生身心特質和教師所具性格的影響。 Centers & 

Centers (1963) 的研究指出:顯著生理障磚者，關使有很好的行為表現，總是被認為不如→般人和
資優者。 Panda & Bartel (1972)證實教師對於各類殘障的評價，低於→般學生和資使學生。此種

以貌取人的刻板化作用，將會影響特殊見量的社會適應和學業成就。

-般教師和特教教師對待種類繁多而程度不齊的特殊學生，是否不兔向兵上述的現象?而受過特

敦訓練、具有教育特殊見董經驗的教師，和交往過殘障朋友的學生、或者有殘障親厲的人員，是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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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有按觸殘障經驗的人們更加認識了解殘障，因而對他們產生積極按納的態度?有些研究支持這種

說法，有些研究否定這種說法，有些研究則顯示接觸經驗和對待態度之間鯨何關係。有人(Jones，

Gottfried, & Owens, 1966; Jones & Sisk , 1967) 指出，對待殘障見量的態度，早在見童時

期即已形成。而且認為人際關係的變異和殘障類型的不同，關係著知覺態度的形成。因此認知的和丈

化的特質構成了知覺態度的一致性或差異性的函數。

CQndell & Tonn (1峙的發現教師教導殘障兒童的意願隨著教學經驗的累積而增加。 Turner

(1966) 認為人們念熟悉認識特殊見量的特質和行為，愈不致貶低他們。可是 Panda 和 Bartel

(1972) 均認為受過特教訓練和具有激育特殊兒童經驗者對待癌障的積極態度未必優於未受訓練和

未具經驗的→般教師。

Anthony (1969) 研究新任輔導員參加殘障生夏令營活動， Brooks 和 Bransford (1971) 
研究普通班教師和行政人員參與四適的殘障研習會， Evans (1976) 研究明眼人與視障者的交往活

動， Lazar, Gensley 和 Orpet (1971) 研究在資優生研習會中由殘障成人主講的結果， Higgs 
(1975) 研究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輔導員，以及家長接觸肢障學生的態度形成 Sesow&

Adams (1982) 研究師範生試教殘障學生經驗和殘障觀主數量，對岡歸主流觀念的影響等，發現各

該樣本對於殘障者的態度，均有積極的改變。但是也有一些研究，例如 Cole (1971) 研究明眼人和

視障者直級討論的妓果， Wilson 和 Alcorn (1969) 研究八十位修讀特殊教育的學生傌裝殘障入

小時的影響，甜均發現各該人員前後態度並無改變。

另外→些研究，例如 Coburn (1972) 研究新近畢業輔導員在就職訓練中與殘障案主相處六適

的結果， Siperstein, Bak and GottHeb (1977) 研究一般兒童和蒙古症兒童團體討論的影響，

發現結果適得其反，對於殘障者的態度轉趨不利，產生消極的改變。 Antonak (1981) 研究大學生

接觸殘障的頻率和對待殘障的態度，也撞得類似的結論。

男女兩性對於特殊兒童的態度是否有所不同?→般認為女性性情溫和、富於情感、較有憐憫之心

，而且社會期望女性主持家務、養育子女、照顧公婆，由此育幼親親之心推而廣之，應該比男性更接

納殘障、愛護殘障。

此項骰設與預期，業經若于研究加以證實 (Maas， Maracek , & Trave悶， 1978; Voeltz, 

1980; Hazzard, 1983) 。可是也有→些研究，認為對於殘障的態度，並不因性別而有差異(陳榮

萃，民71! Gottlieb & Gottlieb , 1977; Peterson , 1974; Antonak , 1981) 
對於特殊教育的態度，大致可分成情感的態度和認知的態度兩部份，以上介紹的研究文獻大抵偏

重情感的態度，鼓再說特殊教育的認知態度方面加以探討。對於特殊教育的知識和看法，現職教師和

未來教師是否有異?~般教師和特教教師是否有別?男性教師和女性教師是否不同?這是一個有趣而

值得探究的問題。例如對於岡歸主流的措施，教育行政人員和學投心理學家，比實際搶任數學工作的

教師，表現更積極贊同的態度 (Barngrover ， 1971; Guerin & Zzatlacky, 1974) 0 Gickling 
and Theobald(1975) 發現→般教師和特殊教育教師對岡歸主流的看法，紛歧而無共識。 Harth

(1971) 的報告也指出:一艘教師和特教教師的態度沒有差異。至於社會大眾的看法， Got t1ieb & 

Gorman (1975) 發現大多數贊成隔離的方式。 Schmelkin (1981) 的研究，顯示一般歡師、特

教教師、和非教師，對於岡歸主攏在學業進步和歡室管理的放果，看法上有差異;但對於社會發展和

情緒發展的教果，看法上並無出入。

再以特殊教育安置的見解而言，教師的觀點受到自己對教學能力的知覺所影響 CLarrivee & 

Cook, 1979) ，因此未來普通車教師大多數主張以賣頓教室的方式來安置問題學生(Adams， 1982) 
，以彌補其處理問題所需知識技能的不足。此外， Higgs (1975) 研究有關肢障教育的認識問題，

發現女性比男性的了解更廣多，因此對股陣歡育的態度也更積極。林美和(民74) 發現中小學歡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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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智能不足學葷的認識和態度相當正確積極。

總之，草鞋從情感的方面和認知的方面來看，教師對於殘障學生的態度和對特殊教育的觀念，主要

受到以下四類因素的影響 :H教師本身的性別、能力、專業訓練、和教學經驗。 (2)學生本身的殘障類

型、身心特性、和行為表現。 (3)教師與學生接觸相處的機會、方式、時間和經驗。 (4)教師所處社會環

境的文化特質、行政法令、和人際關係。惟各人各項實徵性研究的結論並不肯定→致:對於特殊見量

的情感關心，積極與消極同時存在;對特殊教育的認知信念，正向與負向兼而有之。

至於我國中小學現職教師興未來教師對於特殊教育的態度如何，因關繫著特殊教育的發展與進步

，實有加以探討的必要，為此激發筆者從事本研究的動機。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究現任中小學教師和未來中小學教師的特殊教育態度，藉此比較分析(1)教

師資格、 (2)性別、 (3)接觸殘障經驗、 (4)修習特教課程四個變項與下列特教問題的反應態度之間的關係

'並從反應的共向性和差異性的了解，進而提供改進特殊教育的建議。研究問題概分為以下九類:

(1) 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的關係。

(2) 殘障學生的生命價值。

(3) 特殊教育的課程與師資。

(4) 特教教師與一般教師的職責、能力與交流。

(5) 特殊學生的問歸主流和接納意顧。

(6) 特殊直級的教師編制和學生人數。

(7)教師對殘障學生的態度與期望。

(8) 父母對殘障子女的態度與期望。

(9) 特殊教育的實施理論、安置方式、和教學成欽。

"jj法

-、翻到E 對，但

本研究的對象分為現職教師和未來教師，前者係就讀師範大學進修部之現驗中小學教師 145 人，

後者為就讓同校自間都學生 179 人，關於樣本的背景變項及人數詳見表一:

接一研究機本的背景變項及人數要

弋歡于向1~前景主變\項 教師資格 性 空。 接觸殘障經驗 修習特教課程

已具未具 男 女 有 無 |已修未修

現 職 教 師 145 。 76 73 72 102 43 

未 來 教 師 。 179 83 96 67 112 62 117 

A且L 計 145 179 159 140 184 164 160 

二、研究 z 具

本研究所採工具係自編的「特殊教育態度問卷」。本問卷共分兩部份，一為對於特殊教育問題的

認知部份，一為對待特殊兒畫的情感部份。兩部份的內容酒括前述九類問題，而以二十三個題目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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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並將九類問題間錯安號在二十三個題目之中。題目的陳述分正向敘述和負向敘述兩種 c 每題答案

的項目數視各題的性質而有不同，並事先經預測刪修，始告定案。受試作答時除選取個人同意的答案

號數外，並應以丈字敘明還擇該項答案的理由。

認知態度包括第一、三、四、六、九類問題，題目十四個(第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入、十九、二十題')情憨態度包括第二、五、七、入類問題，題目九個(

第→、四、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廿一、廿二、廿三屆)。

z 、實施程序
本研究問卷的調查時間在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至七十五年→月之間，進行方式係由三產者親自利用

各語湛級授課後時間實施之。因此，妥試作答態度認真，所得反應資料應屬真實可靠 o 受試若有漏答

情事，均於當時當場請予補正。調查 324 人，所得問卷均層有殼。

霄卷經統計，分別求得各個變項在各個擅自的反應人數、百分比，並作卡方 (X2) 考驗，所得結

果如下(統計表格，限於篇幅，予以省略，欲看全藐者，請洽作者)。

結果與討論

題一、你認為「天生我材必有用」這句話適用於殘障學生嗎? (1)適用(2)不適用(3)難以決定。為什麼

q 

天生眾民，不齊不等，有全才通才者，亦有偏才殘才者。殘障學生是否亦其才能，並可用展其才

呢?本題旨在7解未來教師與現職教師對於殘障才能的認識和看法。

研究結果發現:絕大多數的樣本 (94%) 一致肯定殘障者的才能和此項才能對其個人與社會的正

面放用。對於教師而言，應盡力發掘造就，量才而用;對於學生而言，應有信心，一展所長以利己利

人。
至於各個變項與選答反應的關係有四: (1)在教師資格變項上，具備資格者和未具資格者的反應沒

有差異。 (2)在接觸殘障經驗的變項上，有經驗者和無經驗者的反應，沒有顯著差異。(3)在修習特教課

程的變項上，已修者和未修者的反應，亦無顯著差異。 (4)在性刻變項上，男性教師認為殘障有才有用

者高達96錯，女性教師為91彩。認為「天生我材必有用」原則不適用於殘障的反應，男性教師佔 4%

，女性教師佔 7 佑。認為難以決定者，男性教師 O 侈，女性教師 2% 。兩性教師的反應差異，已達顯

著水車 CX2=6.53 ， df=2 , P<O.05) 。

贊成殘障者有才有用者的觀點，可歸納為六項: (1)只要是人，都有生存的價值和目的，都能發揮

其作用。 (2)才能的種類很多，殘障者雖不能兼有，但也不致一無所有。 (3)能力只是程度的多少，並非

全有全無、全用全廢。 (4)殘障者只要接受適當的補救教育或訓練，也能有所作為，甚至使於常人。 (5)

有些肢體殘障者智力很高，若不自暴自棄，仍能成功立業。

反對者的意見，主要有二: (1)殘障顯男11很多、重度智障者並不適用。 (2)殘障輕重各異，未必全部

均有長處且能加以發揮。

總之，殘障者或有生理殘缺，未必有心理障磚。心理障磚者經適當的教育與輔導，解蔽除障之後

，亦能俊復靈明本性，發展原具才能;現且才能種頻繁多、程度有差異，拙於彼者可能巧於此，不能

因殘障的理由埋沒或否定其才能。殘障者有才有用實為正確的觀點。

題二、你同意「普通教育應達到相當水準後，才發展特殊教育」的說法嗎? (1)同意(2)不同意(3)難以決

定。為什麼?

本題旨在就發展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輕重緩急和先後次序的問題，徵詢現職教師和未來教師的

見解。並且比較分析其意見和教師資格、性別、與殘障者招處經驗、以及修習特殊教育課程等四個變



現職教師與未來教師特殊教育態度之研究 .71 

項之間的關係。

根據統計資料，全體樣本三二四位的反應，不同意「普通教育應達相當水準後，才發展特殊教育

」的說法者有一九一位，佔59% 。同意上項觀點者只有一三一位，佔41% 。

進而分析反應意見與各變項的關係，發現:有和無教師資格者，男和女性教師，曾經和未曾接觸

殘障經驗者，已修和未修特教課程者， I不同意J I普通教育應達相當水準後才發展特殊教育」的百

分比，均分別高於「同意」的百分比，而且均分別無顯著差異。

多數表示「不同意」者的觀點是: (1)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同層教育的範疇，且前者為後者重要之

-環。 (2)人人均生而平等，享有受教育的同等權利。 (3) 目前先進國家均致力於特殊教育的發展。 (4)特

殊教育可與普通教育相輔相成，同時並進。就如同職業教育應與普通教育同受重視一樣，原無先後之

JJIJ 0 (5)特殊兒童種類很多，人數也不少，不能加以忽略，尤其責優教育，更不可緩辦。

少數表示「同意」者的觀點是: (1)普通教育是多數正常人的教育。 (2)先普遍後特殊，辦好普通教

育，行有餘力再發展特殊教育。 (3)本末倒置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 (4)特殊教育辦理困難、績故不

彰。

題三、你認為「致力特殊教育會妨磚普通教育的發展」嗎?(l)會(2)不會(3)難以決定。為什麼?

本題旨在了解兩類教師對於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發展是否會互相妨磚、造成消長榮枯現象的看

法。

根攘資料統計結果，全體樣本三三四人中，選答「不會」者高達二九六人，佔百分之九十一。選

答「會」者只有三六人，佔百分之八。

進-步分析反應意見和諸變項的關係，獲致三項事實: (1) 主張特殊教育不會妨磚普通教育的樣

本，按百分比的高低，依序為:現任教師 (94箔)、已修特教課程教師 (93%) 、會接觸殘障者教師

(92%) 。未具教師資格最低，但亦達89% 0 (2)此外，有無教師資格者、男性女性教師、有無接觸殘

障經驗教師，己未修習特教課程的反應，分別均無顯著差異。

認為致力特殊教育會妨磚普通教育的發展者，其主要論點是: (1)增加一般教師的教育負擔。 (2)減

低普通教育的教育投資。 (3)難以兼顧並章，不兔顧此失彼或厚此薄彼。

選答不影響者之看法是:(1)從事特殊教育的精神，可以助長提高一般教師的士氣。 (2)特殊教育的

個別化數學方案，能移改進普通教育的教材教法。 (3)有教無類，二者應該相輔相成。 (4)教育是整體的

、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同時並進，會有相加相乘的教果。 (5)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原理、教材教法有相

通相同之處，所以不致妨磚。 (6)各有教育對象和發展重點，只要分工合作，可以同時辦好。

贊成本題問題所敘述者，視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為衝突對立的關係。反對本題問題所敘述者，視

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為關聯統囑的關係，因此特殊教育的發展表示普通教育的進步，特殊教育的運滯

即是普通教育的運滯，其間並無矛盾可言。

題四、對待殘障者適用「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原則嗎?(l)適用(2)不適用(3)難以決定。為什麼?

贊成進化論與種族優生主義者，強調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現職教師與未來教師對於

此-問題的看法綜述如下:

全體三二四人的反應意見中，認為此項原則「不適用」於殘障者，多達二七二人，佔總數84% 。

認為「適用」者只有五一人，佔總數16% 。換言之，絕大多數的教師基於人道主義的觀點，反對以「

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關1闋待殘障者。

其次觀察各個變項的反應情形，發現具有兩個特點: (1)各個變項據本主張此一原則不適用於殘障

者的百分比均相當高，而且一致，介於81%-87%之間。 (2)各變項樣本內二類教師的反應意見，均未

達顯著差異水準。

至於贊成「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原則可應用於殘障者的看法，大致有三: (1)重慶殘障者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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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以減少社會負擔。 (2)教學之後仍無法適應者，正常人也被淘汰，殘障者當不例外。 (3) 自然現象

如此，社會現象亦然，凡人不適應社會者，均將被淘汰。反對者理由有以下五項: (1)生命乃上天所踢

，無人可以輕視之，仍應予以珍惜。 (2)人不同於物，人應互助不應棄殘汰弱。 (3)常人與殘障立足點不

等，以此原則競爭，太不公平。 (4)不適者亦有生存的價值和能力，應保護其權益。 (5)只要他們肯學習

，並受到適當的教育，仍會有良好的表現。

題五、你認為「教育殘障學生是特教教師而非一般教師的職責」嗎? (1)是(2)否。為什麼?

有人以為術業有專攻，教育有專職，普通學校(班)教師有其培養的系斜，特殊學校(班)教師

亦有其培養的系組。因此，特殊教育教師和一般教師各有教育的對象，應該各在工作崗位，分主專貴

，不必逾越也不可推卸。有人不以為然，認為特殊兒童種類不一，程度深淺不同，而且無時無之，無

處無之，任何教師皆有教育責任。

本屆旨在比較未來教師和現職教師，對於教育殘障學生之職責的知覺。根華華研究發現，全體樣本

之中只有百分之十九弱同意「教育殘障學生是特殊教師而非一般教師的職責J '百分之八十一強的樣

本認為教育殘障學生，特殊教師固有責任，一般教師亦有義務。本問題的解答，壁壘分明，沒有折衷

意見。

其中反對最力者為巳修特教課程者 (94%) ，其次為女性教師 (90%) ，再者為有接觸殘障經驗

者 (87%) ，第四為現職教師 (84彩)。雖然對照之樣本亦多數持反對意見:未來教師 (79%) ，無

接觸殘障經驗教師 (77%) ，男性教師 (73%) ，未修特教課程教師 (69%) ，但是各變頂的反應均

達到顯著差異水準:教師資格變項 (X2 =9.84. df=1. P<O.Ol) ，性別變項 (XS=15.04. df= l, 
P<O.OOl) ，接觸殘障經驗變項 (X2=5.鈍. df=1. P<O.05) ，修習特教課程變項 (X2=33.鉤，

df= 1. P<O.ω1) 。

主張教育殘障學生人人有責者，其觀點主要在於: (1)教學工作是全體教師的職責。 (2)每位教師都

有可能教到殘障學生。 (3)只要直上有殘障學生，老師都應予教育，但是學生人數太多，恐怕難以盡如

人意。至於認為教育殘障學生專屬於特殊教育教師職責者，大都以特殊教育應予專業化、或→般教師

未受特殊教育專業訓練，或一般教師不能全知全才作說明。

題六、你認為辦理特殊教育的最主要論點是什痠? (1)人道主義(2)同情心懷(3)發展才能(4)經濟放益(5)社

會安全。為什麼?

特殊兒童若有生存權利，貝。父母應盡養護義務;若有受教權利，則國家應盡教育義務;若有心理

權利、社會應盡尊重義務。本題係基於國家立場，探討辦理特殊教育的理論依接。

辦理特殊教育，或基於人道主義的觀點，強調殘障者人的意.義;或從實用主義的觀點，強調殘障

者才能貢獻、與生產欽益;或基於同情心縷，或基於大眾利益，或考慮社會安全。

徵詢結果， 47%的樣本認為「發展才能」是辦理特殊教育的最主要論點， 44%的樣本認為「人道

主義」才是最重要理由，以下依序為「同情心懷」佔 4 彩， r經濟妓益」佔 3 侈， r社會安全」佔 1

佑。

其次分析各該變項與選答項目之間的關係，發現:有無教師資格，男女性教師，會未接觸殘障經

驗，己未修習特教課程者之反應，分別均鯨聽著差異。

強調人道主義為特教論據者，但以人生而平等，人性尊嚴與價值應受尊重、民主社會人人權利均

等，教育乃是有教無類的工作等為說辭。主張發展才能為主要論攘者，大都以人有潛能廳發揮所長，

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教育目的在幫助個人自我實現等加以闡釋。

對待殘障兒童的態度業由頡秦、漠視、救濟、進入教育的階段。特殊教育不再以社會安全、同情

心懷和經濟放益等消極態度和工具價值作導向，而以發揮人性，發展潛能等積極態度和目的價值作導

向，可說是進步的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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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七、你認為「→般教師能移勝任殘障學生的教育工作」嗎? (1)能(2)不能(3)難以決定。為什麼?

前曾提及，目前一般中小學教師均有數導殘障學生的機會，至於未受特教專業訓練的教師，能否

勝任特教工作呢?試以現職教師和未來教師的觀點加以分析。

全體據本中，共有79%認為「一般教師不能勝任殘障學生的教育工作J '只有19%認為「能移

分析各個變項與三個選項之間的關係，撞得: (1)現職教師75% '未來教師82括選答「不能J '兩

者未有顯著差異。 (2)男性教師82% '女性教師76好選答「不能J '兩者未有顯著差異， (3)已修特教課

程者77% '未修特教課程者的括選答「不能J '兩者亦無顯著差異。 (4)會接觸殘障經驗教師70% '朱

曾接觸殘障經驗教師的影選答「不能J' 兩者的反應差異，極為顯著 (X2 =13.12 ， df=2 ， P<O.Ol) 。

岡答一般教師不能勝任殘障學生的教育工作者，其所持理由如下: (1)殘障教育是重建的工作，沒

有經過專業訓練、具備專門知識，寶雞做好。 (2)沒有專業知識和技巧，可能會力不從心，事倍功半。

(3)普通教師對特殊見畫認識不侈，尤其是嚴重殘障者之教育，更難勝任。 (4)一般教師缺乏從事特殊教

育的心理單備，教導特殊見量的意願不高，容易挫折，放果不彰。

認為一般教師能移勝任殘障學生的教育工作者，其所持理由如下: (1)只要有恆心、耐心、愛心，

都能勝任。 (2)只要經過一段時間，就能熟練。 (3)大直級教久了會厭煩、有心聽到小班級，再加短期在

職進修即可，反正教育原理相同。

題八、你認為「特殊教育教師能修路任一般學生的教育工作」嗎? (1) 能移(2)不能(3)難以決定。為什

麼?

特殊教育教師係為從事特教工作而培養，如果他們畢業之後，用非所學而擔任一股學生的教學工

作，究竟能否路任?本題師在探討特殊教育教師教導→般學生的信心和能力。

全體樣本的74箔作肯定的答覆，只有25%加以懷疑否定。其中尤以現職教師 (82%) 、女性教師

(眩目16) 、曾經接觸殘障教師 (84%) 、已修特教課程教師 (86%) ，更為堅信特殊教育教師能移勝

任一般學生的教學工作。雖然與上列對照比較之樣本亦多數作「能移勝任」的反應:未來教師 (67%

)、男性教師 (65~屆)、未曾接觸殘障教師 (66身5) 、未修特教課程教師 (61%) ，但是反應蓋異均

極顯著:教師資格變項 (X2=9.的， df=2 , P<O.Ol) ，性別變項 (XZ=20.17 ， df=2 , P<O.OOl) 

，接觸蔑障經驗變項 (X2=14.53 ， df=2 , P<O.OOl) ，修習特教課程變項 (X2=31. 54 ， df=2 , 

P<O.∞1) 

主張特殊歡育教師可以勝任一般學生的教學者，其理由是: (1)他除具有普通教師的資格外，另具

特殊教育專業知識。 (2)他受過普通教育專業訓線。 (3)在→般情況下，任何一位老師應該可以勝任普通

車的教學。 (4)特殊教育工作較繁重困難，能勝任者，普通車教學當無問題。主張不能勝任者則強調海

象不同、情境不同、問題不同，除非重新調整充實自己，否則難以適應。

題九、你認為「師範生都要修習特殊教育一類的課程」嗎?(l)是(2)否(3)特數教師修習。為什麼?

師範陸投開設課程包括三大類:普通學科、專門學科、和教育學科，隊此之外，是否仍需開設特

殊見童心理與教育→類的科目，以資所有師範生修習?本題目在探討現職教師和未來教師對於此項問

題的見解。

經統計撞知:全體樣本的64%認為「師範生都要修習特殊教育一類的課程J '只有 1%持反對意

見，另外35%則認為特妹教育課程限於未來有志從事特殊教育工作者修習。

其次分析各個費項與選答項目的關係，發現四個變項的反應均具顯著差異: (1)現職敘師78% '未

來教師54%選答「需要J ，差異極顯著 (X2口21.30 ， df=2 , P<O.OOl) 0 (2)男性教師55佑，女性

教師73~屆選答「需要J '差異極顯著 (X2 =11.56 ， df=2 , P<O.Ol) 0 (3)接觸殘障教師7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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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經驗教師58%主張修習特教課程，差異極顯著 (X2 =9.71 ， df=2 , P<O.Ol) 0 (4)修習特教課

程者82% '未修特教課程者46% '選答「需要J '其差異極顯著 (X2=50.56. df=2. P<O.OOl) 
。由上述資料可見:贊同師範生均需修習特教課程者，現任教師多於未來教師，女性教師多於

男性教師，有接觸殘障經驗教師多於無接觸殘障經驗教師，已修特教學科教師多於未修特教學科教

師 o

主張師範生都要修習特殊教育之類的課程者，其理由歸納以下五項: (1)教師必須對特殊教育有初

步的了解， (2)將來從事教育工作時用得到， (3) 目前採大直制，有特殊學生存在， (4)學得越多越好， (5) 

為特殊學生岡歸主流作準備。至於主張從事特殊教育者修習者，其理由主要為: (1)宜專才專用， (2)不

從事特教者只需略f童節可t(3)一般學生無法修習這麼多的科目， (4)有用才修，不用則不修。

題十、你認為「特殊教育教師最應具備的條件」是什麼? (1)專門學科知龍， (2)教育專業知能， (3)特教

專業知能，(4)教育愛和熱誠。為什麼?

教師應具適當的條件，才能取得合法的資格，撞得專業的地位。當一位特殊教育教師應具條件極

多，撮要而言，可得四項:專門學科知能，教育專業知能，特教專業知能，和教育愛與熱誠。唯此四

項亦可依其重要性，排列優先順序。本題間請現職教師和未來教師就其看法，排定優先順序。

根攘統計資料顯示:全體樣本三二四人的反應，按照重要性的選擇次序為:教育愛和熱誠，佑64

彩，其次為特教專業知飽，佔33% '再次為教育專業知能，和專門學科知能，分別佔 1% 。

分析各個變項的反應情形，發現:有無教師資格、男女性別、有無接觸殘障經驗、會未修習特敘

課程者，分別均未有顯著差異。

至於各類選項所持理由，分列如下:選擇「教育愛與熱誠J 為特殊教育教師所最應具備條件者:

(1)殘障生需要情感的溫暖甚於知識的學習， (2)具有教育愛和熱誠才能耐心的教導學生， (3)教育愛和熱

誠能鼓舞教師從事特殊教育的勇氣，能激勵學生學習的動機和信心， (4)空有各項知能，沒有愛和熱誠

，亦無法發揮教育功殼。選擇特教專業知能為特殊教育教師最應具備之蝶件者，其理由主要是: (1)特

殊教育臣是專業，說應具備專業知能，(2)不知特殊見董心理與教材敘法，教學錯誤仍然不知，即使努

力也可能事倍功半。 (3)教一般見重要具備教育專業知能，教特殊見量就要具備特教專業知能。認為「

教育專業知能」是最應具備的條件者，強調教育不分對象，而教育專業知能為其共同的基礎。至於主

張專門學科最重要者，強調專門學科才是教學的內容，惟有精通教材，才能從事語科的教學。

題十一、你認為「當資優直教師要比益智盟教師具備更優越的條件」嗎? (1)是(2)否。為什麼?

特殊教育種頓很多，特殊見章程度各異，以智力分布而言，左端的 3%為智能不足者，右端的 3

%為資賦優異者，這兩顛兒童的身心特質和行為表現具有很大的差異。教育兩類見量的師資培養課程

也有棺當的出入。教材的廣度深度、教法的應用、進度的安排、學習的型態上都各有不同。因此有人

題為資優學生應由資優老師教學，才能了解學生心理、適應學生需要。基於此項說法，則責擾，班教師

所具條件位應較益智直教師優越。事實是否如此，試以現職教師和未來教師的意見加以解析。

根攘統計的資料顯示:全體教師三二四人中有二二四人 (699步)否定上述的說法，贊成者有一0

0人 (31%) 。此項贊成與反對的百分比，亦可從各變項的反應數字中相當一致的表現出來:以選答

否定的反應而言，現職教師64% ，未來教師73% ;男教師67彩，女教師72% ;接觸殘障經驗教師65錯

，無經驗敬師72% ;已修特教課程教師73錯，未修特教課程，教師65% 。惟各該變項的反應，均未有顯

著差異。

持「否定」者理由為: (1)兩者均從事特殊教育，對象均為特殊學生，其專業知識和條件應相同。

(2)同樣需要愛心、耐心、專業知能，均要不斷進修、激發自己，使具備更好的能力、條件。 (3)益智革

教師需具備更多更大的愛心、耐心、熱誠、和專業知能。 (4)教育對象條件雖然不同，但教師僚件並無

差別，都要有專門學科、教育專業、和特教專業的知能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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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者的理由為: (1)資優兒童發展潛能更大，對人類社會貢獻更多，教師要幫助他開發人力資源

、唐導他拓展廣潤思想。 (2)雖然資優直學生聰明，但教師需要花費更多時間、精力，使學生護盆更大

。 (3)資優學生製造更多更復雜的問題，有待教師睿智而妥善的幫助他解決。

題十二、你同意「特殊誼教師兼教普通鹽、普通班教師兼教特殊班，以資交流」嗎? (1)是(2)否(3)難以

決定。為什麼?

本題旨在了解樣本對於特教教師與一般學生，及一般歡師與特殊學生交流的知覺。

研究發現， 60劣的樣本同意交流溝通的做法:現職教師多於本來教師 (70%對54%) ，女性教師

多於男性教師 (64%對55%) ，有攘觸殘障經驗者多於無經驗者 (68%對53%) ，已修特教課程者吾吾

於未修者 (68%對51彩)。具有顯著差異之變項為:教師資格 (χ2=7.49 ， df=2 ， P<0.05) ，接觸

殘障經驗變項(你=7.52 ， df=2 ， P<0.05) ，和修習課程變項(伊=11.鉤， df =2 , P<O.Ol) 。

主張交流的理由為: (1)避免特殊班被孤立， (2)避兔造成觀念的隔閱。 (3)增廣不同的專業知識。性)親身

經驗，深刻感受。 (5)情境變動，可以激發心靈，增加活力。 (6)相觀而靡，截長補短。 (7)增加對於殘障

生與正常生之間差異的了解。 (8)為特殊學生同歸主流鋪路。至於反對交流的理由則為: (1)術業有專攻

:特殊直教師可兼教普通妞，普通直教師未受特教專業訓練，無法兼教特殊班。 (2)適才適任，學生獲

益。 (3)兼教交流，增加教師負擔。 (4)除非教師對二類學生具有充分的認識，否則會把學生當實驗晶。

題十三、你認為「特殊學生集中施教的投果比分散施教好J 嗎? (1) 較好 (2) 一樣(3)較差(4)不一定。為

什麼?

美國自→九七五年頒布「全體殘障見重教育法案」後，積極推動統合教育，採用分散教學。可是

俄國仍然認定特殊班級和學梭的集中教學的績教較佳 (Marg Csapo, 1984) 。本題旨在探討樣本對

二種安置方式的教學教果的看法。

全體樣本的75均認為集中施教委史果較好， 15%認為分散施教殼果較好，另有7%認為一樣， 4% 

則難以決定。

教師資格、性別、和接觸殘障經驗等變項的反應均無顯著差異，只有修習特教課程變項的反應差

異達到顯著水車 (X2=12.78 ， df=3 , P<O.Ol)。未修特教課程者 (79彩)比己修者 (71%) 更肯

定集中式的施教放果。

主張集中式者認為: (1)學生程度集中，教學放果增夫。 (2)學生人數少，較安注意和重視。 (3)教師

受過專業訓練，了解特殊見童心理。 (4)可以有放利用教學資煩。 (5)同質團體，互相激勵。 (6)分散施教

，殘障見畫成績望塵莫及，會自暴自棄。贊成分散施教者認為: (1)功課好的同學幫助特殊學生，可以

提升特殊學生的成績。 (2)利用楷模學習，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3)學習風氣薰陶之下，不知不覺中會

受到好的影響。 (4)集中施教，不利社會行為的發展，間攝影響課業。

題十四、你認為「殘障學生在普通班上課會受到一般學生的歡迎」嗎? (1)歡迎(2)拒絕(3)不一定。為什

麼?

統合教育的成敗視特殊學生心理、學業、和社會適應的良否而定。社會適應的好壞決定於其參與

社交活動的積極或消極，數師和同儕對待態度的正向讀負向。後者問指所受接納、孤立、或排斥的傾

向。

研究結果發現:全體樣本的45拓認為殲障生會受到-般生的歡迎， 50%認為會受到拒絕， 5%表

示不一定。從拒絕的百分比高於歡迎的百分比之事實來看，普通車的社會環攪和單級氣氛並不利於殘

障學生的問歸主流。

教師資格和接觸殘障經驗兩個因素，並不影響樣本的判斷態度。可是男女性別和修習特教課程兩

個因素均深深影響樣本的知!斷態度。其中修習特教課程的影響勢力 (X2 =26.10 ， df=2 , P<O.∞1) 

又大於性別的影響勢力 (X2=9.泊， df=2 ,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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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不受歡迎的理由大致為: (1)臨是特殊學生，易受特殊對待。 (2)物以類聚，一般學生條件近似

，容易交往;特殊學生條件差異，較難受往。 (3)殘障學生無法參與競爭，所以不受歡迎， (4)人往高處

攀，無去不如己者。

認為會受歡迎的理由是: (1)人皆有側隱之心。 (2)畢竟都是同學，彼此應相親相愛。 (3)不是競爭的

對手，不構成心理的威脅。

認為不一定的理由主要有二: (1)看老師的態度和處理方式而定，老師歡迎同學也會歡迎，老師不

歡迎同學也不歡迎。 (2)看摺障同學本身的表現而定，有的會受到歡迎，有的會受到排斥。

題十五、你認為殘障學生比較喜歡在特殊單而非普通証上課嗎?(l)是(2)否(3)不一定。為什麼?

殘障生若不顧問歸普通班，或者意願不高，讀者雖有意願但基懼徬徨、躊躇怯步，則罔歸教果一

定不彰。反之苦志顧問歸、勇於岡歸，則可奠定良好適應的基礎。

根攘統計結果，全體據本的64%認為殘障生喜歡留在特殊班上課， 33%則認為殘障生喜歡用到普

通班。 3%則表示不一定。

肯定殘障生喜歡特殊革者，現職教師 (72%) 多於未來教師 (58%) ，其差異已達顯著水草 (XZ

=8.77 , df=2 , P<O.05) ，巳修特教課程者 (68箔)多於未修特教課程者 (60路)。其差異能顯著

(X!=15.75 , df=2 , P<O.∞1) 。性別和接觸殘障經驗兩個變項的反應情形，差異並不明顯。

-認為殘障生喜歡在特殊直上課的主要理由是: (1)物以類聚、較有認同感。 (2)害怕在普通車受到歧

視。 (3)在特殊直比較不會有挫敗蔥。 (4) 不會受到一般同學異樣眼光的對待。 (5) 同類相處，較無自卑

感。

認為「殘障生較喜歡在普通直上課」的主要理由是: (1)可以體驗不同的生活，獲得不同的經驗。

(2)可以接觸更多的老師和同學，學習更多的知識。 (3)不願承認自己是殘障生，至於岡答「不一定」者

的意見在於觀所受待遇如何而定，或無實際體驗，難以確定。

題十六、如果你能自由選擇，你願意車上有殘障學生嗎? (1)願意， (2)不願意， (3)難以決定。為什麼?

調查結果，全體樣本的69筠願意接納殘障學生，叩頭6則表示不顧意。顧意接受者中，未來教師(

78%) 多於現職教師 (59%) ，男教師 (72彩)多於女教師 (67錢~) ，有接觸殘障經驗者 (75負5) 多於

無經驗者 (65%) ，未修特教課程者 (76%) 多於巴修特歡課程者(63;弦)。其中教師資格變項 "{X8=

14.15 df=2 , P<O.001) ，和修習特教課程變項 (X!=7.50 ， df=2 , P<O.05) 均達顯著差異水

車。上列統計數字初見之下，令人驚訝，權細加探討選答的理由，則稍感釋然。

鼓將願意接納殘障學生的理由胞列如下: (1)我覺得能移勝任殘障學生的教育工作。 (2)讓殘障學生

也能過著正常見量的生活。 (3)人畢竟沒有十全十美的。 (4)可以培養其他同學的愛心。 (5)以同理心溝通

觀念，關懷囑障者。 (6)願意試著以熱誠來教育他們。

不願接納費障學生的理由，則可歸結成五項: (1)本身缺乏教導他們的能力，恐怕駐誤他們的學習

。 (2)普通班學生人數太多，無法分心教育聽障學生。 (3)無法齊一教學進度，勢將增加負荷與困擾。 (4)

為使教學順利愉快，並致力歡材敢告之研究，希望正常教學。 (5)大班偏制之下，因材施教實有困難。

如屬小草教學，則顧意發妥。

屆十七、你認為教師對於殘障學生的成說期望比對普通學生如何?(1)稍高(2)稍低(3)一樣(4)不一定。為

什麼?

學生酌能力水車決定教師的期望水車，敬師的期望水準影響學生的成就水準。在教師心目之中，

對於涯中殘障生和一般生的成前期望是否相同，抑是有異，如果有異，差異抉況又如何?

依攘據本反應的實斜， 62%認為對殘障生的期墓「稍低」於正常生， 30彩認為「一樣J '只有 8

%認為會「稍高J 於正常生。

教師資格和接觸殘障經驗變項的反應均無顯著差異，可是男女教師變項和修習特教課程變項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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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均極顯著: (1)女教師選答「稍低」的百分比 (73%) 大於男教師 (50%) ，選答「一樣J 的百分比

(23路)小於男教師 (37%) ，差異極顯著 (X2 =19.鉤， df=3 , P<O.OOl) 0 (2)巴修課程者選答

「輯程」的百分比 (75%) 大於未修者 (48先~) ，選答「一樣」者相反 (23均對39%) ，差異極顯著

(X8=27.05 , df=3 , P<O.OOl) 。

認為教師對殘障生的成說期望低於一般生的主要理由是基於憐憫、放縱或歧視心理，或因身心條

件的限制、難成大恕的事實。認為會以相同的成就期華對待殘障生和正常生者主張生理外表雖殘缺，

但心理健康，其成就沒有不同。認為教師會對殘障生寄予較高期辜者，則以鼓勵殘障自強、以補缺憾

為說辭。

題十八、你認為「需要設立性格與行為異常學生的特殊學按」嗎? (1)需要(2)不需要。為什麼?

民國五十九年教育部頒布「特殊教育推行辦法J '及七十三年總統府公布「特殊教育法J '均將

性格和行為異常學生列為特敢對象，可是迄未設有此類學校或直級。此類學生日益增多，問題行為逐

漸嚴重，而為大眾所深切關注。

全體樣本的53%認為有單獨設立學控的需要， 47%則認為「不需要J '旗鼓大致相當。惟細加分

析，各個變項認為「不需要」的反應分別如下: (1)現職教師 (54%) 多於未來教師 (42%) ，差異顯

著 (X2 =4.55 ， df=l , P<0.05) 0 (2)女教師 (55%) 多於男教師 (4。只~)差異極顯著 (X2=

7.24 , df= l, P<O.Ol) 0 (3)有接觸殘障經驗者 (54筠)多於無經驗者 (42%) ，差異顯著 (X2=

4.81, df = 1, P<O.Ol) 0 (4)已修特教課程者 (61%) 多於未修者 (33%) ，差異極顧著 (X2=

認.21， df = 1, P<O.OOl) 
主張設授的理由為: (1)此類學生在普通班易被教師放棄。 (2)普通盟敬師缺乏專業知識，無法勝任

管教工作。 (3)特殊學授設備完善，且有專業人員。 (4)與其在普通車繼續惡化，不如利用特殊環境變化

行為。反對設授的理由為: (1)他們應在正常環境中陶冶矯正。 (2)如果集中施教，惡行交乘會加重問題

。 (3)多數影響少數，少數師法多數，普通盟較為有利。 (4)可在普通學校中設資源教室予以輔導。

題十九、你認為「殘障學生特殊直→直招收入至十五位學生」適當嗎? (1)稍多(2)適當(3)稍少(4)難自決

定。為什麼?

「七十五學年度臺灣省各縣市國民中小學增設特殊直注意事項」現定，國小啟智班每誼八至十五

人，國中益智班每班十五人為原則，唐聰盟十人為原則。準此編制詢問全體樣本的結果， 75%認為「

適當J ， 23筠認為「稍多J ' 2%認為「稍少J '不到 1% r難以決定」。

四個變項中，只有修習特敘課程變項的反應達到極顯著水準 (X2=16.鉤， df=3 , P<O.OOl) 。

「稍多J 反應，巳修者 (32%) 多於未修者 (14%) 0 r適當J 反應;己修者 (66%) 少於未修者(

83形)。

屆三十、你認為「國小特殊蚯→直二位敢師，國中特殊宜一直三位教師的編制」如何? (1)稍多(2)適當

(3)稍少。為什麼?

上述教師續制，全體樣本的71%認為「適當J ， 21彩認為「稍少J ' 7%認為「稍多」。其中性
別、接觸殘障經驗、和修習特教課程等變項的反廳均未有顯著差異。只有教師資格變項差異極顯著

(X2=23.57 , df=3 , P<O.OOl) 。
第十九題和本題有關特殊直師生騙制，大體尚稱適當。選答理由則強調學生問題較多有待處理與

照顧，並基於個別化教學、分組活動、和教材編輯的需要等。相對的普通誼→班學生45人，教師一個

半人，亞待減少學生數，增加教師員額。

題廿一、你認為父母對於殘陣子女的期望比對正常子女的期墓如何? (1)稍高 (2)一樣 (3)稍低。為什

麼?

樣本的看法經統計結果， 81%認為「稍低J '旭先6認為「一接J '只有 6%認為「稍高」於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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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

教師資格和接觸殘障經驗兩個變項的反應，分別均無差異。差異極顯著的變項為性別 (X2=

14.49 , df=2 , P<O.∞日，和修習特教課程 (X2 =9.86 ， df=2 , P<O.Ol) 。認為父母對於殘障

子女的期望比對正常子女稍低的百分比，女性教師 (87%) 高於男性教師 (75%) ，已修特敬課程教

師 (87負5) 高於未修特敬課程教師 (75%) 。

本題艾母的期望若與第十七題教師的期望加以對照，相同的樣本均有不同的知覺，亦師教師對於

殘障學生的成就期望，高過父母對於殘障子女的期望，原因可能是: (1)教師秉持人人可教的信念，職

責所在，不移其志。 (2)殘障者父母易有歉疚之惰，親子關係密切，形成子女的依賴性，潛能缺少發展

撞撞會。

題二十二、你認為父母對殘障于女的態度比賽才正常子女的態度如何? (1) 嚴厲 (2) →樣 (3) 冷淡(4)愛護

。

父母對於殘陣子女的期望普遍低於正常子女，至於對待態度是否亦有不同?

統詩資料顯示:選答「→樣」的最多，仿54% 0 r冷淡J 的其次，佔28% 0 r愛護」的叉次之，

佔12% 0 r嚴厲」的最少，只有 5 形。若併計「冷淡」、「愛護」、和「嚴厲」三項可得「不同」的

百分比為46% ，較之「→樣」的反應，大致率分秋色。換言之，將近半數的父母會因子女的殘障而失

去心理的平衡，並以偏頗的態度相待。

四個變項之中，反應無顯著差異者為性別和經驗，反應有騏著差異者為教師資格 (X2= 12.詣，

df=3 , P<O.Ol) ，和修習特教課程 (X2=19.09 ， df=3 , P<O.∞1) 。

愛護「→樣」者的主要理由是(1)天下父母心， 1司是親生子女， (2)→輝同仁，以示公平。選答「冷

淡」者理由是: (1)殘障者不討父母歡心， (2)父母感到臉上無光， (3)長期負搶和困擾，招致不滿。還答

「溺愛」者則骰定父母因塊疚而補償，或因憐惜而寬蹤。

題二十三、你認為普通車教師對殘障生的態度比對→般生如何?(1)關心 (2)→樣(3)疏忽 e 為什麼?

調查樣本認為→般生對於殘障生，拒絕多於歡迎，至於教師對殘障生的態度究竟如何，有待-併

探討。

研究發現72彩的樣本選答「關心J ，旭先6選答「疏忽J d3居則認為會公平對待，沒有兩樣。關

心的百分比幾達四分之三，頗值欣慰。雖然關心不等於實際教導，但至少接納他們。雖然關心不等於

具備接納技巧，但至少表現溫暖態度。

教師資格、性別、接觸經驗三個變項的反應，分別均無差異。修習特教課程變項的反應則達極顯

著差異水準 (X2=15.84 ， df=2 , P<O.OOl) 
選答「關心」者認為: (1)殘障學生更需要教師的關心， (2)教師有個隱之心，應濟弱扶傾。 (3)殘障

生屬於特殊的少數。 (4)個人過去對待殘障的經驗如此。選答「疏忽J 者認為: (1)盟級學生太多，無限

分心照顧。 (2)級務繁多，只有割拾。 (3)時間不足，技巧不移。 (4)缺乏愛心和特教精神。

結論興建議

一、結論

(• 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的關係

全體樣本中有五分之三反對「普通教育應達到相當水準以後，才發展特殊教育」的說法;十分之

九以上認為「致力特殊教育不會妨禱普通教育的發展」。他們對於「特殊教育法」所規定的十二類對

象，佔全體學生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的特殊見董〈郭為藩，民73; Suran and Rizzo , 1983) 已

予深切的關注;對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的關係已有相當的認識，並且支持二者可以同時並進、相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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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觀點。

對於上述三個問題的知覺反應，不論是職前或現職教師、男性或女性教師、有接觸殲障經驗或無

接觸經驗教師，已修車未修特教課程教師，均相當-致。可見這是基本的特教觀念，為相同教育文化

和社會背景所涵養陶鑄的共識。

目殘障學生的生命價值

全體樣本中百分之八十四反對以「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原則對待禮髒者，尤有進者，百分

之九十四認為殘障者「天生我才必有用J '充分表現人道主義的精神，尊重殘障的生命價值，肯定殘

障的殘存才能。由此→方面承認殘障學生受教的可能，他方面堅信殘障學生教育的投能。

教師受到中國文化傳統「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合一」觀念的影響，懷抱「仁民愛物」的胸襟

，發揮「人殘己殘、人障己障」的絮矩之道，惠及殘障，以盡「有教無類」的教育職責，則特殊歡育

的發展進步，應可樂觀其成。

男性教師比女性教師更肯定殘障「有才有用」的主張。此外的變項所作的反應，並沒有多大的差

則。

目特要學教育的轉種興師資

主張師範生都要修習特殊教育課程的樣本佔64% '至少擬從事特歡工作的師範生必須修習 (35%

) ，由此可見特數專業課程的重要性。其中以現職教師、女性教師、曾經接觸殲蟑教師、和已修特教

課程教師更竭力主張。顯見兼從理論或經驗，特教課程之修習為從事特殊教育所必須。

特教教師應具條件，首為教育愛與熱誠，次為特教專業知能，再次為教育專業和專門學科知能。

印證特教專業精神的無上重要。

從事特殊教育的師資條件，並不因殘障兒童種類之不同而差異，益智直教師與普通教師均應優秀

，始能勝任。

倒轉載教師與一般教師的團體實、能力、和交流

樣本的81%體認教育殘障為→般教師職責，不能推卸規遜。此項認識，尤以現職教師、女性敘師

、曾經接觸殘障教師、和已修特敬課程教師更為清楚深刻。

特殊班和普通班教師任諜的交流方面， 60%的樣本贊同，以其可以增進了解、相觀而摩、避免孤

立和隔闊，並為統合教育鋪路。作此主張者，現職教師、接觸殘障教師、和修習特教課程教師顯然較

多。

多數樣本 (79%) 認為一般教師不能勝任特殊教育工作，同樣多數 (74%) 相信特教教師能移勝

任普通教育工作。可見任課交流雖然理想，惟事實仍有困難。補救之道則不言可喻了。

因 特殊見軍區的罔聞主流和接納買賣顧

岡歸主流的先決條件是特殊兒童有同流的意願、普通盟教師有接納的態度，和一般兒童有歡迎的

心向。

以特殊兒童的意願而言，全體樣本的64%認為殘障生喜歡留置特殊妞，以其不感自卑、不受歧視

、較少挫敗、教師特別教導，同學相處融洽的關係。

以一般教師的態度而音，全體樣本的6996認為一般教師自顧接受。以其髓移勝任殘障教育工作，

具有熱誠和愛心，並願給于殘障學生正常教育。至於30~古不願接受者表示，月要具備特教專業知能，

減少fÆ級學生人數，亦願接受。

以一般學生的對待心向而言，歡迎與拒絕大致各半，前者基於側隱之心和同學之惰，後者基於身

心差異和了解不足。設;若教師悅納、殘障表現優越，亦將化排斥為歡迎。

內 特殊班級的教師緝制和學生人數

特殊班(不合資優班)一直八至十五位學土，三位(國小)至三位(國中)是文師的編制，樣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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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分之三認為適當。他們不與普通直師生編制作比較，純以實際需要看眼，為特殊教育設想，至為

難得。上述偏苦苦U@'i然合理，則目前臺灣地區國小特殊班實編→個半教師，尚待調稽。而教師人力應予

有教發揮，以兔浪費。

附 教師對於殘障見宜的態度和期望

關於普通盟教師對於覽中殘障學生和→艘學生的態度，百分之七十二的樣本認為會更加關心殘障

學生。至於教師對於殘障學生和一般學生的成就期望，則有百分之六十二的樣本認為會低於→般學生

。關懷與期望並沒有必然的關聯，關懷是敬師本身的付出，意願和行動操諸教師。期鑒有待學生的表

現加以調整，不能不考慮學生的能力。教育之愛是不計較學生的實際成就而予紙條件的關懷。若因學

生成就低下而減少關懷，則非良師的表現，以此證諸樣本的反應，師範教育的專業精神彰然存在。樣

本對於殘障學生能力的評估和成麓的預期，能移顧及事實而予客觀定位。

內 父母對於殘障乎女的態度和期望

關於父母對於殘障于女的態度，半數以上的樣本認為和對待正常于女「一樣J '其他依序為「泠

淡」、「愛護」、和「嚴厲」。樣本心目之中，教師對待學生的態度和父母對待子女的態度差距甚大

，教師較能注意個別差異和需要而予不向的對待，父母則強調所有子女的共同特性和共同願墓，而作

一致的處理，可見教師的去平觀念和父母的公平觀念並不符合。

至於父母對於殘障子女的期望，百分之八十一的樣本認為會比對正常于女稍低。從正面而言，表

示父母能移正視殘障于女的殘障事實，不敢存有奢望;但從負面而言，意味父母對殘障子女的失草和

放棄。在樣本心目之中，教師對殘障學生的期草和父母對殘障子女的期望仍存在著相當差距:父母的

期望低於教師的期望，顯示頭子之間有復雜難解的情結存在。

叫 特殊教育的辦理理論、安置方瓷、和教學成效

根據樣本的觀點， r人道主義」和「發展才能」乃是辦理特殊教育的理論基礎，而且兩者的重要

性麓乎難分軒鞋，相較之下， r同情心懷」和「經濟放益J 也就傲不足道了，至於「社會安全」的理

由更是等而下之了。衡諸當前世界先進國家的特數理念，可謂正相符合。

設立收容性格與行為異常學生的特殊學校，實施隔離的教育?抑是在普通學役中實施統合的教育

?全體樣本中百分之五十三贊成前者，百分之四十七贊成後者。此項數據顯示岡歸主流的概念尚未普

遍為教師所接受，同時也說明處理性格與行為問題學生的困難事實。

樣本之中，現職、女性、曾經接觸殘障、和巴修特教課程教師比較傾向統合教育，未來、男性、

未曾接觸殘障、和未修特教課程教師比較贊同隔離教育。後類教師對於特殊學生懷有或憤之心和無力

之感。前類教師則粗具認識之知和處理之龍。

至於特殊學生的教學放果，四分之三的樣本認為集中施教較分散施教為好。原因涉及教師的專業

背景、師生編制、激材重整、學習氣氛、和學生心理。可見，統合教育是否成功，有其先決條件存

在。

總結教師資格、性別、接觸殘障經驗、修習特教課程四個變項與選答項目之間的關係如下:

1.現職教師和未來教師的態度， 23題中有 9題(認知 3 題、情感 3 題)具顯著差異，而以現職教

師態度較為積極有利。

2.男性教師和女性教師的態度，有 8題(認知 4 題、情感 4 題)具顯著差異。而以女性教師較為

積極有利。

3.有接觸殘障經驗和無此經驗教師的態度，有 6題(全處認知態度)兵顯著差異。而以有經驗者

較為積極有利。

4.己修特教課程和未修者的態度，有14題(認知、情感各半)共顯著差異。而以已修課程者較為

積極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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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影響特殊教育態度的勢力，最大者為修習特教課程，其次為取得教師資格，再依序為女性和

接觸殘障經驗。接觸經驗可能因人而異，故被果難趨→致。若作適當安排，放果應可提高。

二，建議

H 肯定師範教育的功能，加強師範脫校教育專業訓練，培養師範生的教育熱誠和專業精神，俾對特

殊教育態度產生積極的遷移作用。

同認識女性教師對待特殊兒畫的積極態度，鼓勵其發揮此項有利的特質。"但為兼顧男女特殊學生的

認同需要，不宜偏用女性教師從事特教工作。

同安排蹄範生參觀賞習特殊教育教學和行政的機會、體驗與殘障學生相處的愉快經驗，撞致處理殘

障學生問題的實際知能。

倒增閱特殊教育課程，俾師範生由選修而必修，以增進知能、技巧和信心，而應統合教育之需。在

未普遍開設特教課程前，宜在教育心理學科中，專華講授，以為權宜。

同提供中小學普通班教師進修特殊教育課程撥會，並利用國體討論、角色扮演、接處殘障、參與主運

障自強活動、參觀殘障作品展覽等方式，以了解特殊學生的身心特質、能力和行為表現，獲取正

確接納殘障的技巧和態度。

帥減少中小學普通班學生人數，減輕教師的工作負擔，以便多加照顧指導盟內特殊學生、使其獲得

實際的幫助、促進其生活、社會、和學業適應能力。

l吋建立特殊教育評鑑制度，充分發揮特殊盟教師的個別化教學和補軟性教學的放果，督導學校行政

人員盡量在行政措施、教學資源、和心理方面給予特殊教育教師必須的支援。

附宜導特殊教育理念，俾社會大眾、學生家長、和學投教師的特毅態度發生助長作用並消除抑制作

用，使社會、家庭配合學授，援供特殊見量最少限制的環境，接受正常化的教育。

參考丈獻

林美和(民74) 中小學華文師對中度智能不足學量的認識與態度研究，特殊教育研究學刊，第 1 期，

85-102頁。

郭為蕃(民73) 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臺北市，文景書局，第20頁。

陳榮華(民71) 智能不足學生在園中益智班受教成裁之比較研究，師大教育心理學報， 15期， 47~ 

66頁。

Adams, G. L. (1982). The reliance on resource ro:>m placement by future 
teachers, Education. 102 (4) , 343-347. 

Anthony , W. A. (1969). The effects of contact on an individual's attitude toward 
disabled persons, Rehabílitation CounselinJ! Bulletin. 12, 168一170.

Antonak , R. F. (1981). Prediction of attitudes toward disabled persons: A mu
ltivariate analysis. The Journal 0/ J!eneral PsycholJ!Y. 104,119-123. 

Barngrover. E. (1971). A study of educator's preferences in speciaJ education 
programs. Exceρtional Children. 釘， 754-755. 

Brooks. B. L., & Bransford, L. (1971). Modification of teacher attitudes toward 
exceptional Children. Exceρtional Children. 詣， 259-2的.

Centers, .L., & Centers, R. (1963). Peer group attitudes toward amputee child. 
Journal 0/ Social Psycholo.l!Y. 61. 127-132. 

Coburn. J. M. (1972). Attitude Changes in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counselors 



• 82 • 教育心理學報

related to the physically disabled during induction preparation. 

Disseratation Abstracts， 詞， 4084

Cole , F. C. (1971). Contact as a determinant of sighted person's attitudes 
toward the blind. Dissertation Abstracts. 缸， 6892-6893. 

CondelI, J. F., & Tonn , M. H. (1965). A Comparison of MT AI scores. Mental 

Retardation, 3, 23-24. 
Csapo, M. (1984). Special education in the USSR: Trends and accomplishments. 

Remedial And Special Education, 5 (2) , 5-15. 
Evans, J. H. (1976).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disabled persons: An experime

ntal stud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f! Bulletin, 19, 572-579. 

Gearheart , B. R., and Weishahn , M. W. (1976). The handicaþped Child in the 

re,f!ular classroom. St. Louis: The C. V. Mosby Company. 
Gottlieb, J. & Corman, L. (1975).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mentalIy retarded 

Children. American lournal 01 mental Deficien旬，帥， 72-80.

Gottlieb, J.. & Gottlieb, B. (1977). Stereotypic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toward handicapped children. American lournal 01 Mental Delicien旬，妞，

65-71. 

Guerin , G. R., & Zzatlacky, K. (1974). Integration programs for the mildly 
retarded. Exceρtional Children, 41 , 173-179. 

Harth , R. (1971). Attitudes towards minority groups as a construct in assessi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mentally retard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the Mentally Retarded. Education αnd Trainin ,f! 01 the Mentally Retarded, 

6, 142-147. 
Hazzard, A. (1983). Children's experience with , knowledge of, and attitude 

toward disabled persons. The lournal 01 ~ρecial Eaucation, 17 (2) , 131-138. 
Higgs, R. W. (1975). Attitude formation-Contact or information. Exce.ρtional 

Children, 41, 496-497. 
Johnson. A. B吋 and Cartwright. C. A. (1979).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 in improving teacher's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bout 
mainstreaming. The lournal 01 S.ρecial Education, 13. 453-462. 

Jones. R. L. Gottfried , N. W., & Owens, A. (1966). The social distance of the 
exceptional: A study of the high school leve l. Exce.ρtional Children, 32, 
551-556. 

Jones, R. L. , & Sisk, D. A. (1967). Early perception of orthopedic disability. 
Exceρtional Children. 34, 42-43. 

Larrivee，旦， and Cook , L. (1979). Mainstreaming: A study of the variables 
affecting teacher attitude. lournal 01 S.ρecial Education， 峙， 315-324. 

Lazar , A. L. , Genseley, J. T., & Orpet, R. E. (1971). Changing attitudes of young 
mentally gifted Children toward handicapped persons. Exce.ρtional 

Children， 釘， 600-602. 

Maas, E., Maracek , J" & T 



現職教師與未來教師特殊教育態度之研究 • 83 • 

dered behavior. Child Develoρmen仇 49， 146-154. 

Panda, K. S. , & Bartel, N. R. (1972). Teacher perception of exceptional Children. 
The Journal 01 S.ρecial Education, 6 (3) , 261-265. 

Peterson, G. (1974). Factors related to the attitudes of nonretarded Children 

toward their EMR peers. American Journal 01 Mental Delicien旬 79，

412-416. 

Schmelkin, L. P. (1981). Teacher's and Non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 mainstr
eaming. Exceρtional Children , 48 (1), 43-47. 

Sesow , D. C. , & Adams, G. L. (1982). Future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 
mainstreaming. Education, 102 (3) , 281-283. 

Siperstein, G. N., Bak, ]. ]., & Gottlieb, ]. (1977). Effects of group discussion 
on children's attitudes toward handicapped peers. Journal 01 Educaional 

Pesearch, 70, 131-134. 
Suran, B. G. & Rizzo , ]. V. (1983). Sþecial education-An integrative aþþrOQ<:h. 

Glenview: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24. 

Voeltz, L. (1980). Children's attitudes toward handicapped peers. American 

Journal 01 Mental Deficíency， 缸， 455-464. 
Wilson, E. E., & Alcorn , D. (1969). Disability sti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ttitudes toward the exceptional. Journal 0/ Sþecial Education, 3 (3) , 
303-307. 



• 84 • 教育心理學報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86, 19 , 67-84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China. 

A STUDY OF PRESENT TEACHERS' AND FUTURE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 SPECIAL EDUCATION 

CHING-SHOOU S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attitudes of 

present and future teachers both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oward special 

education and exceptional children. 

Subjects were 179 students from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úsity and 1油 éleme

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who were receiving in-service training in the same 

university. The Special Education Attitudes Questionnaire constructed by the ìnvestigator 

consisted of 14 cognitive items and 9 affective items. 

Two main findings of the study a re as follows: 

1. Most of the subjects who were cultivated by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who received 

teacher education revealed attitudes of humanism and role taking toward exception

alities. 

2. Teachers who were qualified, female , experienced with the handícapped and receíved 

special education courses possess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special education 

and exceptional children than those who were dísqualified. male, inexperienced with 

the handicapped and without receiving special education cour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