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民衍， 33 卷 1 期， ]-20 頁

高中職階段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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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留在編製「身，心時憾者轉街能力野黨眾 J' 以搗語言教師拼盤高中鞍身忌、

體輯學生的轉衛能力，作為擬定轉衛針邊的基禮。本黨衰謀李克特四點讓衷，包括

學生、家庭和教留三三種版本。鐘頭盟、闊無和信度分軒梭，形成直接聽聽、心理健

康/自我訣定、功能性學科能力、人際芷勤、農家生活、社臨/休器生活、升纜、職

業割據/就業、婚姻和家聽音?鑫言學九個分量表，共九十九題﹒其中，前六項分囊發耨

轉館成人生活是已讓要能力(即目前獨立生活和社磁盤嘉興能力)的評壘，能解釋 72.47%

的灣與暈;後三頭驢未來轉街目標之計讀能力的評麓，能解釋 82.72%的變異囂。研

究者另以結構方程模式考驗黨表白雪困難縮構，結果發現理論模式與實設資料之基本

適配度盤。在借度方暉，九鶴分最衰的內吾吾一按住α係數ft於.93 至98 之間，家直是

和教雷在評讓學生轉籠龍力的評分者聞信度為7汽55 。島j其主資料，均驅示本蠶奇怪

有良好之信效度。

"" 

關鍵觀;高中輯、身心蟬礙學生、轉街辭蠶

本研究其行政院攝科會專題計豔{寓鞍特教班智能障礙學生轉衛醉攘攘式之研究}之第四年草分成

果(計憲續發 NSC92-2413-H-017-的 0) .第一作若為毒草案主持人，第二作者為共聞主持人，本論文

由第工作者主筆，第…位作者潤飾而成。研究這程中，特別塵器研究助理陳秀冠小籠協助收攏部分

賣軒，高中職特教教師協聽預試工作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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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梅髓人生報發展過程中，均會經艦不同

黯段成情境的 f轉告J(細nsition) 。轉能有「轉

機J 幸D r撥撥J 的意思，意味「嘴一種狀態轉

換並銜接說第一種狀態 J '誓:館:從關小調

器中、使閩中至5萬中、從學校到成人生活，或

是工作的轉攝等。繩之，使生涯發展的觀點，

「轉街」係插入的一生中各醫設在生活角色、

聽態及環境的轉換溝輯在此轉換過程中，

面臨許多議題，如使中學體段進入成年轎撥單

巔，會關臨生瀝的灘擇，被JË婆去學、說榮、

或接受鞍業訓練嚀。從學轉銜聽成人的角色

是生括聖態的般大轉勢， Cronin 和 Patton

( 1993) 表示:成人活的指標起話身體/情緒

鐘康、聽家生活、休懷生活、個人責任與鞋會

關保、社軍參與、職業/教育六大方面。樹說可

知特殊教育工作者須了解舉生的轉能能力，以

為其擬定餾別化轉攝計畫( individualized 

個nsition pl紹“呵， ITP) ;若能季度詳盡的規聽與

準績，則能誠少學生在適應上的興題。

黨盟在 1990 年代的幾餾相關法規中，己

有明確的字餵傳達轉樹辭量(紋ansition as編

sessment) 對發展轉館蝦務( transition services ) 

的重要麓，還些法競包括 1990 年訂定之{身

心蟑磁者教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 及其在 1997 和 2004 年

之體正法案， 1992 及 1998 年的〈幟黨復館館

正法案 (Voc的ionaí 訣ehahili泊tion Act Amend

ments浮， 1993 年的〈工作訓練改革法鑫(Job

Training Reform Act沛，以及 1998 年{卡臂，

輯金斯職業與應揮科鼓教宵修正法讓 (Carl D. 

Perkins Vocational & Applied Technology Edu

c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野草)) (MilIer, 

Lombard, & Corb呵， 2007) 。其中詣。4 年

(IDEA) 會正法案中有聽轉館的華本理念，以

及其間的歸聯整見置一。

根據圖一，藥醫學iL-時礙學生最還在十六

鐵j其前， I品須在其帽到北教育計蘊( individu

alized education progr酬， IEP) 中包含符合其嚮

要，立主考聾其優勢、喜好和興鱷之轉館臨務，

且批轉能接護內容是一系列成果導向( result恥

oriented) 的話豔; ï需要前定適當的 IEP 目標，

財發賓閱報適齡的轉緝普車壘，包指;喜事量學生

在割練、數菁、就議和獨立三位站技能等方蟬的

撞力和帶求。反觀盟內，在〈特嫌教?守法)(教

育誨， 1997) 與{身心轉礙者保讀法) (1有敢

部， 1妙的中也都強調轉諾嚴麓的聽要性。

中{特殊教育法麗行細則) (教齋誨，待會8a)

第÷八礦部清楚規定在學揖萬中(輯)各教

育階段最後一年，學生之 IEP 中盔、讀組合轉街

聽器內容其內容依握各教育甫段之需要，包

指升學轎導、生活、說讓、心理輔導、福利聽

器及其他輯韓專業服務等棺攤頭誼。教育館進

一步擴布{各教干警賠段身心障礙學生轉輯服麓

實蹦饗點)(教育部，詣的最) ，強調轉銜資輯建

權與銜接的黨變性;祖上述法規中均未見對轉

錯許量的具體規髓。至於〈身心關聽者每讓法}

除明冒了各級政府相關部門，應透過溝蘊、協

調，共同制訂身1[.'蟑聽者1:.激轉籠計蠢，在其

輯輯法規也可糟楚看對對1:.涯轉俯首十畫中聽

涵盤內容的敘述與對有鸝許蠶之親定;研如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施行翻閱) (內政部，

1999 )規定應以專欒體轉方式擬定生誰轉籲訐

畫，並其體列出計單臆想括之內容。{身心樟

發苦苦保護法〉第二十八線鐘規定有觀單位在協

助身心轉觀者就業時，聽先辦理職業輔導辭

靈;並在〈戰業輔導辭靈辦法) (教宵郎，

持緒的，進-~競罐車農業輔導評聾的內容與方

式。跪拜，在{身心障礙著生還轉樹脂務整合

實施方案)(教胃部，泊的心中有擺在高中(職)

及五專轉謝服務當5分，規定學校應於一年教起

辦理體鐘輔導評擻，並於畢業前一年邀集棺麗

單位辦理職能與轉能評估。足琵對於詢中職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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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之身，心樟礙學生，不管其畢業發是否兢業、

升學，單是不升學不說槳，其在校階投應當施驗

讓書攤評量已接清驚要求;站站議入成人生站

2.誼和最還在孩畫畫十

所需之獨立生龍、社會適應等轉能寄求與能力

表現，也都是轉衛聽聽所歸坊的內容。

六燒時， IEP 中æ、須 4.社區來位: 5. 中學梭的絃 6.成果導向:
包括適當、可評麓的 皇島協調性的活動 來:轉銜服務聚焦 轉銜喜發務是

1. 著寵愛的就 中學後白線，此話標
包括了教學、祖 在改善等學漿和功 指為身心樟

求、優勢、 ... 是依據適齡之縛街靜

安子和與怨:這 章所訂主義的，此轉銜 觀服務、社草草綠 能性的成就，以但 礙孩子所安

組悔續性活
評3酸是許最孩室設哥iI 驗、就樂和其他 進孩童聲說學校轉 榜的一級路

動乃依據孩
練、教育、就業和獨 中學後成人生活 街到學校後的話 調f生活動，此

3立生活技能等1i濁的 目標的發展;筒 動，包括中學後的 話動潛在成
黨的需求，並 能力和耨求;除此， 且如果海合的 教育、戰樂教育、 果導冉的過
里須考量其 還必須包括轉銜服

優勢、喜好和 務。
詣，還包含攪得 統合的就業(包含 程內所投計

興趣，
時常生活的技 支持住就業)、持 的 G

3.協調的越是寄:總銜
能，以及功能使 績和成人教育、成

服務是指為身，心障礙
驗樂評擾。 人版發、獨立生活

孩童所安排的…組路 成社藍藍參與 a

藹龍活動。

臨一 支IDEIA 2004>> 中轉銜的義本單金和其間的摺聯幌

Sitlington 、 Neubert 、 Begun 、 Lombar益和

Leωnte ( 1 嘗嘗6) 發示蓋率最是轉衡的基石，轉能

評量是…連續過程，在進站程中還用了生罷教

育、職業薛暈、職業教育、職業鐘韓興辦程本

位喜事讓等之穗念與實麓，福昌平釁方法草多元、

有效，多結會主怎能艷的評麓，其選擇幫棍霹蠱

之盟的醋定;他們接強調接受評量的種體是矗

於生濫發展的議程，評蠱耨考鐘輔體之發展問

標與特色。關內雖然雕蠻有戀者為文關切身心

障礙者的生聽與轉績，有瞬之研究亦髓椅限於

個}1~學校的試驗體方還要(棚如:特幸台、舅告

課、柯平穎、陳靜涯. 1999 ;鍊靜丘· 1997) 。

艷於高職特教琨而贅，在轉讓師資缺Z豆、組織

運作不全、以及課程尚在會前規畫之際，於設

針 IEP 與 ITP 峙，較缺乏程系統的轉街評畫家

體實反映學生的轉館能力。問盟內有瞬身，心障

礙者轉館許麗的工具. j及許盤職業能力苦苦痛

多;全聞言字畫龍中學聽段轉館至成人生活的轉

篇評盤工具較有祟，僅苦苦「支持需求蠶衰J(樣

靜江、林幸台， 2000) 、「身，心聲礙者離發轉篇

報發需求鐘表J (陳麗郎、王文科、林宏蟻，

2001 )聽薯.Jti者蜂用於智麗攤礙學笠，接苦苦

適用較身心潭醫體生;它們均霹盞髒生的轉銜

服務播求，間非轉衛能力，研究者蠶豆急需要讓

接辦量身心體磁學生的轉能能力，如蛇才能確

切了解鐘們的籠力現說，設計符金其需求的轉

懿計畫。有鑑於匙，本研究乃編製一個評量高

中學撞車心時富麗學~轉衛能力之工具，名?這「身

心障礙者轉梅能力評最發f 並種定其信度和

效癒;此工具能搗助教師喜率最學三色的輔衛能

力，作為接定轉街計畫的基髓。

艾獻探討

本研究在繼聽一個喜事攀高中聽身心障礙

釀生轉衛能力之工具，因此文獻探討的重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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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備都麓的功能、內容與實施，以及身心障曬

者轉衛能力的評最工具，以作為本研究的審

躍。

…、總紛醉麓的功能、內容與嘴臉

襲罐頭i草種白雪轉麓，下~J要素覺須真鑼

~月 1 )嚷道完擎的 ITP ; (2)實鐘韓對龍的

w-迫轉fjj需求

行動計畫; (3)協調教育和轉衝躍務( CI絨，

1998) • Clark 和 Patton ( 1997 )建議轉能計鑫

之擬定過程(見嘲立) ，強調在擬定 ITP 之前，

通過轉街靜蠶界定轉樹帶求是非常必要的。以

下課題轉篇評麓的功能、內容與實施。

教導技能和知識

\ 
與轉告能聽務/支持結合

間之 轉銜肘.之攤lËi臘總(取自 Clark & Pa快側， 1997, p. 26) 

(一)續續都蠱的功能

竟變白雪轉告語言?聾始設{圈)j~ft轉余的轉罷

，綜合 Sax 和計10m轟(2002) ，以及 Sitli咚偏

ton 等人( 1996) 的文顱，轉衝野黨的峙的位

姑: (I)決定僧人生種發麗之本導 ;(2) 協助

身心障礙者找出自己的興趣、萬靜、提攏與能

力，以決定適當的生遲目標; (3)快混在教育、

聽業與社區溫當的安置，以呼聽其離校彼之三在

避自撩; (的決定與但還學~Z借我決定能

力 ;(5) 法定無害之轎躊設麗、支持剝鵲 e

指晶轉衛許最真有下列幾環功能:餾懿化計

寶、望去蠶訣定、教學計畫、學三長鸚鵡和輔導、

父惜和家躍合作、課程計霞、轉介以及與其他

服務作結合(轉銜評量之角色兇闡之三)。申此

可知:轉衛哥華量在轉銜計葷的數針和實施溫程

中扮橫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體著轉館辦最分析

餾體的轉錯籠力和需求，進諾蟻定攝切的轉含義

'為主善，心轉礙者之轉能搭建「聽聽j 的講

樣，彤成無擺攤的服務，使其能順利地轉銜。

求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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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去聽轍靜.之角色{取自 CI為rk & 
Pa役。n， 1997, p. 3) 

(二)轉嚮靜麓的角睿

Sitlington 等人( 1996) 表示轉銜薛麓的內

容包括了身心關擺個體的評量，包會了能力、

興趣和需求等方闊的評量，與個體目前和未來

接轉街之磁場的評最;接著聽二者配對，分析

調體與環境的攝觀性和差異情形，最接按階上

述轉錯哥華麓的輯痕，計叢鐘鍾的轉能目標、費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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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所醬報藹，如眉間。告說可如:當先鑽哥華

最聽聽租環境，扭著才能分析體體與環境的錯

配性和聲真情形，進服擬定轉甜苦?讀;故研究

身心犧礙簡體的許登

*分析個體的背景資料

*訪談

*心理計量的測驗

*工作據本

*課程本位評量

*行為觀察

*情境普車:It

. 

者認為繼聽薛壘值體轉備能力的工具有其品

按住。

環境的評議

*分析生活環境

*分析職業的工作內容

*分析教育、職業和三位語調練方案

*分析霞線頭境中的可續用資源

錯體與環境闊的配對分析

' 
重

新
否 否

*進行安置與數控

*如果幣耍的話，界定支持股務、調難和教學的轉銜得求

觀四 ~態構設的轉館野軍內容(幢暐聽 Sitlíngtorret 啦， 1996, p. 99) 

而在身心障礙個體的許聾上， MilIer 等人

(2007) 指自轉館薛盤是設計有數轉籠針葷的

基聽，想揖未來計聾、自我決定和惜我鶴儷

(self-advocacy) 能力、生活技能、學黨和行

換技能和職業蓋率最主緝部分，如闡丘。

由 MiIler等人 (2007) 的轉能蓋率釁模式寄

知:自我決定和自我倡議〈船已advocacy) 能

力、生活技能、學黨和行為技能和職購書蠶囑

於「轉能成人生活黨要能力的音掌握J' 未來計

畫畫僻靜聾船員醫學生下一措段轉街閥標之計畫

能力的評聾;昌平聾的範鷗賠包踏了能力、性向

和興趣，以及獨求和目標。

Sitlingt懦、 Clark 租 Kolstoe (2000) 主張

在溫行轉能評量時，我們可以掰開白白以下頭

儡問題:莒先你想要知道什麼以投計轉街計

畫;接著詢障自己要能聽裡得聲道聽資都

Clark 和 Patton ( 1997) 認為轉衛能力飽食以下

九儷為度:就欒、進一步的教育忍11練、 5常生

活技能、休閑話齡、社區直參與、髏E賢、自發決

定、講油幸巨人際關碟。比較 Clark 和 Pa泣。n 輿

Miller 等人 (2007) 對於轉衛能力的界定，發

現二者有以下共同黨: Clark 租 Patton 的「就

業J 和「進一步的教寶鋼繡f 黨做 MiIler 等

人的「未來針葷的辦矗J; Cl車rk 和 Patton 的日

常生活故能、体閒諂鐘書、社臨碧藍典、健康、自

我決定、轉過和人際關鏢，難做 Miller 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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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自我決定和自我媽議能力、生活技能(金日

常生活和社會校能)和符為技能 e 二者不聞處

為 Clark 幸o Patton 晨5沒辛苦餐會說iller 無畏品學

業技能和種業許壘。

有娘的轉銜計聾

(野黨職業興趣

和性向)

學業和行為技棍 子空技能的評蠹(
i 家庭、學校和社耳環

的詩蠶 i 墟中的日常生活按
能‘社會技能〉

朱來計葷的評量(薛量在聽家主主 i 自我決定和自我倡議能力的評選

筒、社臨參與、就業和職業海11 I (評置在學業、就業和職業單11隸、

練、休閒娛樂、中學後教育和暫時 !中學後教育和暫時線上的自殺決站和

練上的需求和目標)自我倡鸝能力)

聽主費醫評重構成{絡改露 Miller et al., 20肘. p. 6) 

(三)轉街都麓的實麓

在實擁轉銜辦矗詩 'Clark 和h位閱( 1997) 

提出以下八點須泄露的原則: (1)在許蠶針鑽

和過程中飽食擴生和家庭在內; (2)還懈可擺

棋你割答轉衛辭鑫攤鍵問題的評蠶程序; (3) 

轉能評童讀持續議行 ;(4) 使用多讀製態和多

種層次搗靜讓工其 ;(5) 從效能和效擎的角度

來計畫霹蠢的程序 ;(6) 組議許靈寶科棋手自按

學生、家聽租學校λ厲的了解 :(7) 安排某人

負責攪得許蠟許可，和協調各種轉梅評朧的實

施 ;(8) 發鵬和使用一種不僅考慮文化/關當殊

異，甚至更能增進文化/語言殊異者表現的轉衛

許量取向。

其中在言學自點「龍尾多種要態和多種聽次

的詩童工其J 上， Clark 幸o Patton (I997) 在接

讓學較、碧藍展和學生參與轉街靜壘，數倍多種

星星擎的工異。 Thurlow 軒在lIiott (1鋒的部懿

?這轉衝許蠶問學三拉克當求可母語三餾層籲;第

一層級屬篩槍與激料較集階段，主要透過訪數

學生、家長及家中其他童聲成員、教師，以及

彙整分析既有之樹東資料，來初步評估撥號所

需之轉能方!莓，義本上可由認識該生的有攤人

員來負責話議與黨科舞擊。有許多身心難聽學

生可能只需攏…轉富麗的錯誤或最寶寶發黨聽

聞龍進行:在P 中轉街報聲都分之巍章。可於新

生入班那觀始收無數聽圈中轉能攝束之資

料，並於新生報到時訪談家長與學生，或於3位

訪時收集有關資料。第二層級則涉及較灘入之

需求評量，想指可能醬進一步之職業諸梅和/

或其飽心理、教驚喜事襲來了解其輿麗、性肉、

韓質與功能發琨水攏。難匙，說層接連想話還

荒草能發軒或工作鎮企等非正式喜率最主講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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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錦點學生與特定鵬業之繭配怪，以及能參

與社誼活動之程度等。道醋分可在萬一部閱蛤

實驢， J其界定學生的轉梅需求與芳向。第三層

鍛則為…系統化.13.完聾的職業辭靈攝程，通常

帶混一步禮用正式解量工氣來靜聽學生，執行

人員也常書楚訓練有宮發之職黨評量人員，其臨

的在協助學生搜出其興鐘與長廳，以便找出其

在教宵謊言11灘上搗釋求。間驛量結果豈能作為

爛蠹種別學生之轉銜擺諸方草草。通常功能較做

或障礙狀況較複難之學生，種需上進第二篠至

第三層級較潛入之野黨以更具體了解其身心

特性與需求，才聽有效媲葷其轉能計畫。

二、身Il>韓磁者轉衛能力的評矗工具

(一)圈外鷗工真

國持有關身，心障礙者轉輸能力的評量工

具，以評聽聽業能力窘態多;全樹評盤籠中學

轎段轉能至成人生活所醫重要能力的工具有轉

能計畫糟讓 (Transition Pl翰ning Invento哼，

TPI). TPI 由 Clark 和 Patton (1997) 所緝艷，

峙的在提供學校人員一個系統地評讓學生轉

求、喜好和興齡守方式，以作為擺定轉衝訐蓋

自守參考，它許最以下九個向碧藍:就叢、進…步

的教實訓練、自常生活技能、休閒活動、鞋區

參與、健康、關我接定、溝通和人際聽保。?防

部瑕。…5 等教野黨(羚常不同聽一非常同意)

的方式，曲家庭、舉校和其本人，還吾與蓋率最學

生在聽九個舟居室總共盟十六個聽頭上的表現;

2支是一價標準化的工具，辛苦不錯的督教度。據

此， Clark 、 Patton 和 Moulton (2000) 選攘據海

盟十六蟬聽項，提供了非正式昌平壤工具，部完

整轉衛個黨韌技能的清單( Comprehensive 

Informal Inventory of Knowledge 車nd Skills for 

Tr部副ion) ，它包指六百三十四個題項，乃 TPI

的擴展，學校人員可從中選擇一些錯碩做進一

步辭靈;雖薯，如果有需要， Clark 等人也罷

判了一聽其他非正式的轉館辦最工具，可攪供

補充的詩量資訊﹒總括來錢， Clark 和 P諒。a

指出 TPI的實施有三錯鱷次:聽次一是實施TPI

的三續接本(學校、家最朝學生) ;層次二是

從完整轉笛想辦和技能的j醫學中盤擇一聽聽

明做進一步評量;層次三是如挺有需要要的話，

實蘊其他非正式的轉衛評童工異。

(之}圈內的工真

關內有聽身心障礙者轉能能力的許最工

具，也是以昌平釁職業能力者間多;全關評畫龍

中學階段轉樹叢成人生路所需鐵要能力的工

具有「支持體求量表J ' r身心障礙者離校轉衛

撥務需求黨表f 支持報求量龔自聽靜江、轉

幸台 (2000) 緝製，灑瘖於智能障礙學生，包

錯了自按照顧與鱉庭生懦、健康、財務協助、

交謹、人際溝通/社交技能、工作封為、休閑生

活、情緒管理、工作設能、工作桓躍投能、職

務蹲設計，以及關我倡導十二錯向度之轉衛嚮

求的評量。身心醫聽者離較轉銜服發需求鐘表

臨樣聲如導人(2001) 編蜓， J其評估身，公障礙

者離校轉銜服務之幣求程度，尤真論用於1正處

於離開寓中輯特賺教育學校及特殊班(合資讚

班)聽鐘之舉生，個括醫療、成人生活、工作

與生活、心理輔導、舖人事件、職場海蔥、社

監學習及升學輔導共八個自民務思索四十四

題 a 道厲項工具均許讓學生的轉街服務需求，

而非轉智能力。

鯨合上溫文章史可知，完整的轉能計鑫始缺

個別化帶求的轉衛評壘，轉銜摔囊的內容包括

了翁，心瞳錯，胡體的詩蠱，起含了能力、興鱷扭

轉求等方麗的評囊，與福體自輯和主~*接轉衛

之璃境揖辭最;按著將二者配對，至于新個髏與

嚷撓的適配號和差異情形，最後按鵬上述轉衛

智麗的錯巢，計讓留醋的轉街路標、幣求和所

需服務。其中在身心障礙餾髒嘟釁上，目前

輛內的辭靈工具較偏向靜量職業能力，全區辭

蠱中學轉能至成λ生活所需鞏宮里能力的工

具，晨5傾向韓蠶學生的轉錯服輯醬求，捕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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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能力。研究者認為轉接軍接霹量島L、陳攏畢

生的轉諾能力，如此才能確愣了解他們的能力

現蹺，設計符命其需求的轉街計鑼 g 題在轉街

能力的評量上，研究者參考 C泊流韜 Patton

( 1997) ·以及 Thurlow 和Ellio位( 1998) 的觀

點，據F惡多種選態和多韓鐘書法的評量工具，讓

家長和學生本人參與轉街都麓的攝程，並立包

會第一和第工驛級的轉銜評麓，密密需要，再

聽織賞施第三層富麗靜聽所需要的工踐。

研究方法

" 
…、預試對象

(一)黨…諧鐘讀試

第…辯段預試之研究對象有五十位篇中

職三年教身心時聽學生，包括十六位智能體礙

費醫… 第二醫段彌賦z研究醫議分布倩影

身心障礙學金類蠶
花睡

(含八位體、中度智能障礙學生.}\位畫龜鹿智

能障礙學生) .十位學習聾礙· fI直覺障礙、聽

覺障礙、肢體障礙、數量情緒關礙學生各六

稅。研究者請進去三十校學生本人和其導師、家

長填寫 r身心障礙者轉衛能力薛章發J • 

(二)第二聽說預軾

第二蹄段蘭試之研究對象乃能北、中、爾

和東盔的特殊舉校講中部、高職特聽教竇疆、

蔣中職普通蠶豆年級學生中，攘攘教胃部特殊

教商工作小組(教宵帥. 2004) 九十三玄學年度

特殊教會觀說資料，依增器與學生障礙類尉，

按比積分獨獵取有意聽參與皆為讀試聲象，

做一次項目分斬〈悅m ana1ysis) .與讀定量表

的俏皮和效度，第立階段預試之語究對象分布

情形昆眾一，研究者講講三三百詮學生的導師填

寫 r身心聽礙者轉衛能力群攬著覺」。

各疆域人數

中單單 南區 榮富

智能障灑學您 的 泌 的 8 156 

學哲障礙學生 13 7 車 2 30 

視覺障礙學生 5 3 3 12 
聽覺筠語言書樟頭學生 12 6 8 27 

肢體攤樣學生 12 6 8 27 
嚴重情緒陣磁(含自爵室主〉學 4 2 3 IO 

多重障礙 10 5 8 24 
其他(身體痛毅、其他顯著障聲援 6 3 4 14 

合計 129 68 扣 除 3ω

註 r站麗J 是指新竹縣以北的學校，包括新竹縣、姚闡縣、台拉縣市、基隆縣市 r t:þ噩」是指新竹縣以

講，台商縣以北的學校，包括苗栗縣、合中縣市、彰化縣市、數林縣、南設縣、第義縣市 r 吾擬議豆 J 是

指台商縣以繭的學校﹒包括台商縣市、窩蜂縣市和屏東縣市 r康區J 的學校包括花連縣市、台東縣市

和宜翻縣市﹒

二、緝觀步聽

本研究黨攝心理計最工具蝙製程序，籲艇

Jlt一高中戰身心障磁學生之縛銜接力評蠶工

，並接定其倍鹿和殼度，整鐘研究過程包搭

以下發聽: (1)依據研究宮的，參考制臨文盟員

編擺「身，心障礙者轉備能力皇軍最接J 初稿 ;(2)

檢定讓衰的內容強度，鸝難聽修改不符金效攘

的題路;(3)進行頭試，做積間分軒，聽像或

會故不適合的題詞; (4) 進行闊葉分析轍定盤

棋的建構殼度，鵬除不遍舍的獨峙，或是誨整

閹割斯在的盟黨 ;(5) 被定量表的僧肢(內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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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控措腹、評分者賠償度) ; (6) 第或正式

的「身心障聽者轉衛能力評最褒f 並脆說明

量表的建立過視與措度和教度資料。至於頓究

邊程中各階段之執行情形將按結接與討論中

講一步詩緝說明。

笠、資科分析

{一)現區分析

本研究街頭詞分析僻、攝取 f題目總分相攤

法(為m-s翎le correlation 站，即撤核各蟬吾與分

童裝分數之相關保數;相關係數愈藹，代表該

題目控器量某…碩自或權念上，與其他鹿島揖

愈一殼。依攝 Corcoran 和 Fisher (1987)的說

法，每一鵲題目和韓分之揖鵲相關不得龍

訣諦。研究者求得「校正輯目總分相聽係數

(corrected item-sca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J ' 

保指撥一借題目和輯、分(不會該雕本身)之闊

的相關係數;研究者設定的鷗題核擴為: r校

題目纜分相關係數J 盔於蹈，以及聽!除該建

議能增加分聽衰的 Cronbachα係數。

(工)醫裹脅新

為了解身(.. '捧讀章者轉輸能力靜量表的建

構強度(∞韶山ct validity) ，本研究藉由國議

分軒 (factor analysis) 來加以考驗。研究者針

對項目分析議之題數進行探黨健醫素分析，位

據 Stevens (2002) 的文擻，若所得之KMO敢

種充分性的指數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sampli啤 adequacy)與 B蠶rtl單位的球酷性考驗

倚仗t1e前 testofsphe討city )結果之釀造備建.01

的顯著水單，則再做攏…步搗聽黨分析;間接

譯告客觀法，瞥如特書畫個( eigenvaJues )大於

1 .以及能讓考驗( scree 伽1)，以抽取特擻篩

大於 i 的閻難。

除前述彈藥住盟黨分軒外，研究者灣使用

結構定程模式軟體 Amos4.0' 針對探索住厲素

分軒轉正後的 F 身心禪磁者轉能能力評最

接J 考驗真囂業結構模式。結構方程模式書長

及了結構化( structural )、體設等式 (eq純為n)

與讀劉分軒 (modeli殉)等數嚷鑫本內輸. ，其

最大的特點是進行摸組化的韜構檢驗與分

薪，一個典型的路M 模式包括了讀j量模式

( measure絲路t model) 和輯構模式( structural 

model) 南部分，萬者靜、指實際觀察僅輿其背

後的潛在特質(或因素)的相互攤餌，像審員自

討畫畫圈樂與因罪之問艷麗課(邱皓眩· 2002) 。

有翻模式撮合度的評鑑· Bagozzi 和 Yi 主張必

鑽能幕本爐廠標準( preliminary fit criteria) 、整

體橫武適配度 (overall model fit) 、泣及模式內

在輯構講配度(的t ofintemal 甜uctural model) 

三方面來評鑑'其中後爾萌為模式的好在品質

和內在品賢(引自貝格益， 2002) 。

C::::> 信度分析

研究者計算 Cronbachα接聽聽衰的內部一

致使程度;另外使用 Pe器rson 積景相歸來計算

家長和教瞬間，丟在辦量學生轉能能力的許分者

間僧度。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正成量表志緝製

研究者關開始在{高輾轉教班智能難聽學

生轉衛評量模式之研究}中，試瘖 Clark 租

Pa段。瑟的轉能計鸝清單 (TPI) (紐文英、難靜

iI(譯) • 2002) ·韜果發現部分題讀不詩合國

情;~說等暈國惰，並旦發考 Miller 導人

(2007 )、 Clark 幸o Patton (1997) 的轉能幫量

架構，分成「轉街成人生活之黨黨能力J (BP 
話罷獨立生活和就蠶參與能力) ，以及「未來

轉樹目標之針畫能力J 的評釁爾大部分。在轉

能成人生活之重要能力峙霹攀上，則鯨合需份

文獻共向提出的轉播能力，包含「日常~活技

能J 和?自我被迫J' 蔚藍長將 Cl器rk 和 Pa前on照

攘的 f健康J't持農「身體健康」和「心理饑

臘J 爾蓋甚至于，整合「身體健撥J 和「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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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J' 聽之分成「自我照巖J 和「居家生活J

繭儡成分，自我照顧儡向借助和身體健臘驢讓

技麓，聽眾生活則著重在家學能力、居家安全

和意好事故的攏理;整合 r{;、增儸康J 靶「自

我訣定」成其 f心纏繞攘/自我訣定J 成分。依

據 Miller 等人無擔的「艘黨控告gJ' 發展成「功

能性蟻科能力」成分;根據 Clark 和 Patton 斯

指的「說蘊發與J 和「体詢活動f 發展成「鞋

區生活」和「休開生活j 聽錯成分;鯨會 Clark

幸o Patton 的「溝通韌人聽關係f 以及 MiIler

導人的「社會技能f 發展成「人擦互動」成

分;而 Miller 等人提出的「輩輩議審蠶 J' 由於

圍內輯闊的許最工具較多，故不將是三列入。在

未來轉續當標之音十讓能力的評量上，賞自轉合顯

份文1':提出「升學 J ， r轎欒訓練」、「兢業J ， r婚

姻和數龐訢董J P!J餾成分。總軒轉能能力包含

轉銜成人生話讓要能力，以及東東轉衛目標之

計畫能力的許黨輛大部分，共十一個成分。

確定轉衛能力的內攝韌成分之後，研究者

參帶 Miller 等人 (2007) 的文獻，加上鐘內外

轉諾辭激工具(蟬，霹江、林草和命， 2000 ; Clark 

& Patton, 1997)' 以及敢智學校〈獲〉輯程修

訂綱要(教奮懿牡會教育司， 1嘗嘗?磊、 1997b)

'揖用李克特盧梭(Likert scale) 的略武蠶

新緝聽聽臣，名為「身心蟬聽者轉衛能力草草量

表J' 續翻出的評量表扭稿包船學生、家長和

教師三種版本，咨招個部分:第一聽分為學生

講本資料，第二部分為下斗揖措段的可能視鑫

(會兢業、升學、職榮智11線‘生活安排等)。

第三三都封為轉衛能力薛囊數內容，共分十一續

向廈、九十九個題項，第一莖錦七儷大項主要

想了解該生在轉能成人生活重要能力的評

定，第八至十一髓大讀則是要了解該生未來轉

衛問標之計鑫能力的評擻，喝誰讓依據在前盟

第二器3分辛苦鏡葷的項岳飛選擇獨當的大項填

寫，與知:在前面第二龍分有如灘職業單i輯:

時，章是必須完成第丸大項的職業單i隸之各聽

項。其各項目之審定用 1-4 嚀教(代表非常

不同意一非常向敵 )J 表示且對各題現內容的

閥3章程度。針對第二臨分下一個階段的可能讀

麓，如果該大項所鎮遠的轉槍知識和技能填答

者覺得目前議未來不需蠻、戚本灣合，可以圈

選「不適用f 扭轉輯評量寶路人鐘頭明擺地

了解評量者的觀點為例;如此的設計是箱5黨在

都擺學生轉告能力時，能多幫考蠶他們個別的轉

銜需求，書長持其個別化的糟神。如果填答者對

本題噴撩攏的轉樹起義和控能所知不多，可以

聽還「不知遊 J' 組轉衝評量實施λ鍵窺明確

地了解此反應背後的譜數議為筒。組果我們發現

辭黨者對蛇題項並非所館不多，而是逃避面對

此題項，財聽聽勵他們去留誨。

另井，若有其飽壤答者認搗聽掌聲吉亞沒有被

肉串的能力頃臣，鷗在「十二、其龍鐘磷J 中

空臨欄內寫出，並野黨萬眾現情形。這十…偏

向腰包括:自我照顧、心理聽聽過我決定、時

能性學科能力、人際互動、聽家捕、社區生

龍、休摺生諧、升學有戰業哥哥練、就欒、鑼娟

和家庭計畫，每一向農均有九題。至於麓的分

到海補充意見; f蓓在舉生版中讓有第五器分，

說數學生以了解其喜好和興籬，在家長和教師

版中也有第五部分，了解盤棋會鼓手轉銜的想

法和期待。據了去轎版本好，還有「哪掰輯和

黨握一步的評壘建議f 路即收集了學生、家

庭和教師三種臨本之身心障礙者轉第能力

後，可以黨黨成觀罷圖資料，提出聽聽學生轉

街能力琨混鞘攤檔需求設計教學醫棋、以及服

務與支持;高對於1方辭最不一致的頃霞，建

議錄用其龍正式或非正式的事專衛評量工真，來

補充所脅之評蠶資訊。再者，滑過對評量者有

國難施潮時，靡'L'轉薩者轉衛能力醉黨表可從

三是現形式和反黨盤態導向度上作讚聾，在聽現

形式方臣，如聲不開群體學生實施的錯黨作錦

嚨，如果喜事最者無法時議，要目周口語或點字的

方式呈現導在反單單態方甜，如對無法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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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選出答案的辭靈者，間將他的皮應翠體改成

日關回答，罷臨轉街辭靈寶麗人數代為闊選。

身心障礙者轉衛能力靜黨表真有 Thurlow 和

EIIi絡 (1998) ，以及 Clark 和 Patton (1嘗嘗7)

請護「多種那態和多種層次J的特色，有學生、

家長和教醇三鑽版本，提俱三韓續蔽的評量，

第二龍分暑黨一層級的靜量，第三三部分廳第二

層載的靜麓， r賞這是一榜的評量建議j 對屬提

吾吾第三層級辭靈島建議。

在緝製虜，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矗表初構

之後，研究者謂之二十位在身，公障礙者轉衛上素

辛苦研究的大專院校教授，以及高中職階段的特

霖教育工作者，針對當事麓濃的題旦進行內容殼

度 (con蜘t validity) 的轍核。結果無有題嘴均

擺得 90%tJ上的認同;但也聽據其建議補充題

頃內容與調整用詞，以增進題麓的精噸度 e 路

接針對五十位高中戰去年親身心障礙學生，進

行第一階段蠶試，語學~本人，和其專制、家

長完成本聾發，以對本聾發做初步的項目至于

析，立室里了解勝古色、導語和家主是在增解租填答

蠶讚蹦項上是否有盟難，以進一步髒正餐衰，

結果再說明和會正體明是三角容與詩句，成誌

「預言這腥的身心障礙警車等智能力評量表J;

以預試翩噓擻，請導攝章新都讓學生 e 接毒害

以臨戰之二十九謗，導飾填答完聽十一價分量

表的事實科做窈步的現間分析;發琨所有九十九

個題項報各分量表總至于騁的相輔均在.30 以

上，合訣.33 和.90 之霞，所以保留所有建績。

訶後進行第工階段的預試，計選戰三百名

學生幸福聽試蟄象，由其禪師填寫，結果連同第

A階股濃誠的五十倍，共有來自三十六所學

校，三百五十位導揖填審評濃濃。其中韓本賀

科若有遭瓣，或是箭頭七個分聽衰中若遺捕了

包會兩圍以上的童醫塌，則臨除攏靜靜靈衰，結

果得鶴的有效評攬著健全每三三苦思十九份;時還講

一題者(共有 25 位)，聽課「指派數值(紛紛gning

轟鳴lue)J 的方式，以童裝的中鬧鐘(I!P 2.5) 

來代替緝瀚倍。這當中預試對象其磁占了

43% '中顧占了 22.7% ' ~街聰占了 28.9% '東

單(ð7 5.4%;有 49%的智能轉磁帶， 1 1.5%的

學習聽著費者， 5.2%的蟬覺種聽者， 9.5%的聽覺

/囂會轉磁者 '9.5%的設體障礙者 '4.6%的驛囂

情緒障礙(會喜聞症)者，紗%鳥多重障礙脅，

而其他賠吉了 4%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西臨十九份評矗立健中，導師在填答錦J\至第十

一分蠶囊，亦即學生未來遁入成人生活後的轉

衝規讀上，有單分導師認為安靜的學生不i閩台

做升學的轉街規蠢，所以擺棋 f升學」分蠱表;

頓飯的理由，也有能分導額頭填「職業割讓f

f就業」、「婚輯和家聽計畫」等至于黨褒;剩下

謂百五十六按全數均續答。以屁幫盲五十六份

評量衰，歡這室一涉的明白分軒，結果發現斯有

九十九髓體積和各分量表總分之間的招攬玲

在30 以上，介於結和.88 之間，分量表的

Cronbachα係數升於的竅.98 之題，所以保留

所有聽瑰。

二、盟黨分析結果

{…)據聽盤盟黨分析

為了解身;Lt蹲曬者轉銜能力評蠶獄的建

構殼度，本研究藉由盟黨分軒來加以考驗。研

究者針對項間分析後之題轍進行探索盤困難

分軒，分慵懶大懿分來說明，泊之部第一至第七

分攤衰麗轉告成人生活之重要能力的評麓，單

八軍第十一分量表鸝素來轉績目標之計蠶能

力的喜事竄。掰一部分是以2宙間十九位教師所

壞的評聾發，針軒六十三個題磷進行揮索性因

黨分析，無得 KMO 取樣充分佳的指數誨，嗨，

且 Bartle役的球醋，能考驗結果之轍定鐘海

239尋6.俑，連.01 白色顯著水蟻，顯示這九十九個

題項之間有顯著的種關，閻攏過合教進一會的

閥雷厲分析。接替使用主或按分析( principal 

compone滋 analysis) ，議於轉軸的方式，由於是童

讀閱有顯著相蹺，故鋒用斜交轉車進( obl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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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on) 中的最小斜交法 (oblimin rotation) 

進行因無分析，結果發現抽取了六個閱讀蟹，組

所有題研均在間一個因素上有高間讓擻神最

(如ctor loadings) ，無法區分出分豎著覺; I酒而

互交接體設蟬項之摺沒有相鶴的正交轉車露

怯的。車onal rotation) ，部最大變異法( varim轟X

rotation) 進fÏ留黨分軒，共撞得六備將徵權大

設一的聞言蟹。這六個自棄共解釋 72.切%的變異

籬，其中第…個特徵值 35.訓，古轉、續與黨的

56.21% ;第二個特徵值 3.37 '白總贊與麓的

5.35% ;第三個特擻值 2.77 '占總書慧與麓的

4.39%; ;第四個特徵值1.74 '占總書響樂麓的

2.76% ;第五餾轉告費鐘1.22 '品鶴樓與麓的

1.94% ;第六{麗特書畫畫1.1毒，占態變蟲蠢的

1.8 1% 。

探聽性間黨分軒發現原來設定的七個分

蠱衷，館臨出六個因素，其中第六備和第七樹

分鐘我合併成「社區/休閒生括 J .錦三三十一圈

原囑「人際互動J 以及第四十四蟬練鵬 r居

家1:.緝 J 但聽聽因素好軒的結果顧添翼劉素

錢萬黨均在「鞋革/休醫生活 J .攏的十五題嚴

厲「聽竅生話 J 但思素分關守結果聽眾真菌

素負荷擺在「人際互動J 於是更勸道三三個題

項所在的做宜。另外，雖然原颺「功能性舉科J

中的五關(即 20 、 21 、 23 、 26 、訂閱)1:!3在

「社臨/休閑生活J 這個因素具有高負荷聾，但

為求「功能性學科J 旁暈義的先聽梭，的將道

接態環放在此分量表中，可晃得「泊館設擴科J

輿「敢讓/休閒生活j 能力有讓大的蟬聯稜。第

阻十三三題嚴盟軍「居家生活 J '意在「敢讓/休摺

生指J 道個的黨真有高負禱盤;但苟蠍「居家

1:.描 J 分蠶議已有一題移出，且此鸝在「居家

1:.r當 J 的閱讀負荷量也不低，間此仍保留它在

麒分黨眾中。最後結果除了社攝/休間生活分蠱

欒智;二十姻題項，居家生活分黨模有七個題項

井，豆豆餘四鑽分量表緝各寶丸鵲題壤。

第三三部分是以幫豆豆三十六誰教鑼辯護自甘

評量衰，針對三十六個題項進行揉棄桂圓議分

析，所得 KMO 敬樣充分性的指數誨，阱，蟲

8artlett 的球聞性增驗結果之轍定值為

14138.45 '連.01 的顯著水準，顯示這三十六個

題項之間辛苦，顯著的相麟，盟拉適合做握一步的

菌素分斬。接著使用3:成份分析程斜交轉棋譜

進行囡棄分軒，共擋得聽聽轉告費僅大於 1 的態

棄。這密餾留黨共解釋 82.72%的變異量，這招

倍思素的特價總分別為 24.吾7 、 2.06 、1.74 和

1.31 '分別解釋 68.53% 、 5.72% 、 4.84%和 3.63%

的變異量。的各閥的間無負荷量得知:升學以

及婚姻和書長臆許麓觀項的因素負荷量和服先

研究者設計的講念相符;詬職業訓練和鼓樂中

部分題嚷搗閻濃重建梅量在幫個菌素均寓，表示

它將之聽不易混分，接哥拉將之合楞，故男多或升

學、職業部i練/就難、婚盟和家庭訐蠹王輔分黨

表 e

此外，混九個間黨的相關介齡.49至.86 之

闊，均蘊.01 的顯著水車，可看出它們之間具

有中度至萬皮棉攤，裴本本許量表所起脅的九

種分蠶表內容閱覺有關聯的，整體可以歸納為

「轉錯懿力 J 說一結果顯示本研究所緝聽之

F身公障礙著轉梅能力哥華量表j 真有良好鵲棄義

構效度。正式服 r!鼠忌、障礙者轉能能力靜蠶褒J

的內涵見眾之二。

(二)融體性困難分析

除前述探索性間黨分析外，研究者過使用

結構方報模式軟體 Amos 辱.0 '針對揮黨飽問難

分軒髏正梭的「鑽心障礙者轉績能力醉藥

表J 考驗真九續分還表鵲噩素結構模謊，分

述結果如下。

1.基本過底線準

由發之三鑽心障礙普轉衛能力評黨發潛在

費項變異數的辭值發現:所有參數桔針備都沒

有負的難按學慧與擻，捕且除一嘎 (el0) 未漣顯

著水違章抖，其龍都誨，但的額著水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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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之二 正it屆 r!會ò陣儼嘴轉纜車室jJ都量曾提」的角通

向獲

"銜接
人龍活

之黨變
能力

(即回

前獨立

~油和

分蠹衰 內涵

1.白發照顧 單法和如爛、清潔衡弦、聲飾儀容、飲食、

穿衣、身體健康、自我保鑽。

2.心理健康/自我效能，處理情緒、聽力或轉換的狀

自我決定 說，管理時纜，設定目標，濃濃潛擇。

3屆能使

學科能力

4.人際頁數

說出個人發克拉資料，轉達留言或敘議事情

大耍，聽誼和交餓能力，分辨環境中的聲

音，揮讀個人體件、常究文字或標懿、肢
體動作或臉部表情，會為簡單的衰格和文

'數量臣、測量和計算能力。

主動建立人發路係，結交岡f晚報黨控間

友，國聽他人，使用聯絡工兵，排隊和等

待，社交禮儀，表潑需求、感受和想法。

社1i!!i參 5居家生活

與能

家事能力(飲食和衣物濾理、居家環境清

潔)、麗家安全和意外事故的處理。

力〉

未來轉
銜閥標

之計賣聲
能力

6.社區/
休閱~話

7.升學

8.職樂海11練

/就樂

9.擺賴和

家發計蠹

露露義精棒、護本樓益與責任，使用社蔥場

所、資游服務和福利措施，在社草草中行

動，交通安全穿白糖譜數學故的處理，認誠和

撥打公共鐘書嘗嘗輯、管壞和使用金錢，還

棒、規頭臣和從事休閒活動，懿譏休閒場所

和發施、休閒活動資訊的來源、購買或租

借休織活動所使用的材料就難券的芳

法，休閑資金。

了解自我升學樣!甸、餾譏計畫升學的學校

或科系(升學機會、地理位置韜環境設

備、課程內容、要求條件、入學管道、如

何擴致良好表現)、升學僚俘和交通能力
的真嚮僧彤。

了解自我接覺職樂寄11練的住向，聽富農對黨

參加的職業蜜月練機會、場所和環場設備、

方式和內容、申請條件和方式、如何獲致

良好表現，接受職業訓練之條件和交通能

力的真續情形，了解自主單單繁榮燒肉，認識

工作盤界、求職方法、職業護本知誠、如

何與戰場中的廢支和再事維持良好鶴

係﹒表現工作所需的義本能力和特定磯業

技龍、工作安全、工作態度與行為、到達
針攪工作地點的艾滋能力。

聽聽贈蟬的變絮，組成家庭的激爾事項，

成為艾穆斯需技能，以及了解處磁每回家

庭事蕩和財獵、與配偶指其家人維持良好

聽係、計重菁、輯顧家人的方法。

還項
遍歡

〈建項〉

9 聽 使用 rl …4 等級(代表
(第 1冷題) 非常不問譜數一非常需

軍軍) J 表示出境發者對
9 題 各題項內容的持意程

(第 10-1喜鵲〉
盟軍;而每一題依續其駕車

9灣 問性質，有分別說明 r 1 

(第 1型-27 聞)…4 等級J各等級代表的
含麓，都分灑項是以「獨

立或知論項闊的多寡J

來呈現等級，儕如獨立

9題 或知道一項以下( I 
端 分)、獨立或知道爾項

(第 28-36 草草) (2 分)、獨立或知道項

(3 分〉、獨立或錯

?聽 道臨項以上 (4 分) ;部

〈第 37-43 關)分選項是以「符合的詩
輯長短』來壘現等級，

20 醋 例如 2均以下的總糊口
(第 44-63 續)此( 1 分)、 26%車到%

的時間如此。分〉、51%

至 75%的轉闊如此 (3
分)、 76%以上的時摺

如此 (4 分)。如榮立恭聽

項研陳述的轉銜如毅和

技能填薔者覺得白前或

9 Jæ 未來不需要、或不過

(第 64-72 題)舍，則可 111選「不過
m 用 J 部樂演答者對本

題項線主義的轉偷知識和

技健康知不多，則可以

館還 F不知道J 。填答

18 聽 著宮發是有其他擠竟意
(第 73-90題)兒，例如該生在此項能

力上有哪錢得部強之

處，可在「繪畫畫欄」說

明。另外，若有其他填

答者露主畫畫畫要而沒有被

列詣的能力項目，可我

9 草草

(第軒-99 鸝)

r 卡、其他題項 J tp~控
告構內寫的，叢書字畫其

表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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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問驗證設圓頭分析之參數估計悟，可

以發現標車ft之諧的所有參數估針量都沒者

負麓，問晨全部都、建.01 顯著水擊。提標碧藍化

的因藥負荷麗(即表阻療單化參數中的蟬鶴估

量?值)來看，它們升於M至.97 之間. R2期分

於54 至.95 之間。此外，照有估計參數問輯鏽

的絕對值分於.002 至.859 之間，僅鬧個超過.70

以上，籲示本研究之建議橫式與實證質科之基

本過配度袋。

費醫三 身心歸礦密關館能力辭靈聽清我饗現聽異數估對電 (N = 256) 

觀察費項 參數估計僅 聽葦變與數 ? 
宮前~活 43.53 4.79 .00 

未來寧等領 38.96 6.07 6.42" " .00 

e3 (皂我照顧) 10.54 1.32 7.96** .00 

e4 (心理健鑽/自我決定〉 13.33 1.27 10.460
" .00 

巴過‘

e5 (功能性學耗能力) 14.41 1.37 10.56"" .00 

e6 (人際B.動) 12.59 1.0華 11.64** .00 

e7 (居家生活) 15.40 1.3吾 11.29** .00 

e8 (社甚至/休閒生活〉 15.1 8 3.39 4.48"" .00 

e9 (升學) 33.22 3.52 9.44** .00 

e lO (職樂副總/就樂) 12.忌。 6.45 1.95 .05 

e12 (婚姐和家聽計畫) 24.02 2.47 致72" .00 

是主 r 自橫生活」是指轉銜成人生活之蠶宴會當力(即闊前獨立生活和社龍參與能力)的評麓，包括第一直第

六分蠶表 r未來轉銜J 是揖未來轉能告線之計重能力的評暈，包括第七議第九分量表. •• p <品。

賽圈 身心瞳磁脅韓智能力靜量表聽聽桂臨裹脅析聽聽估計值 (N = 256) 

觀察變項
未撥撥ft參數 樣學ft參數

R2 殘豈是

估計盤 t 罐 過蹄估計鐘

聽前三位清→ E諒我照顧 .90 .68 .32 

自前生活→心理籠寮/自我決定 。毒害。 19.47** .85 .95 .05 

話前5位活→JiJ能做學科能力 1.13 2 1.4惡" .89 .54 .46 

間喜古生活→人際互動 1.08 21.68** .90 .95 .05 
目前生站吟居家生活 1.14 21.27** .89 .79 .21 

êI前三位活→斂軍/休聞生活 2.52 20.7車" .97 .80 .20 

未來轉銜→升學 .74 .79 .21 

未來轉銜→職業謬11練/就業 2.40 16.75** .會7 .73 .27 

未來轉銜→婚姻和家庭計贏 1.15 15.33** .83 .81 .20 

註 r 宮前生活J 是指轉街成人生活之輩變能力(耶路前獨立生活和社1iIi參與臨力)的評f酸，包括第一軍第

六分量袋 r未來轉銜」護措未來轉銜閻標之計畫能力的評量，但括第七至第九分量表 '..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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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種模式建單草皮
在表五各種適配度指標中 • X 2 9.333' P 

= .674' 表示自蔚所i故瓏的賀科支持理論的共

變數矩陣與實韓饗軾的共變數矩陣指導之報

載。此外，樣學化獨鐘均方根( st翻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蚣， SRMR) 為 0.00鈍，其值

愈小我模式的過配Il愈佳，必讀低於.05 '諾

基最好聽低於.025. 但是 x 2和揮過度化殘瓷均方

根儲常會聽著據本人數而波動，器此研究者還

參考灘配度指數(事。odness of fit index, GFI) 、

揖整的讀配度指數 (adjusted goodneωof fit 

index, AGFI)、常態連配指數 (normal 結 index，

NFt)、非常態適配指數 (non-normal fit index, 

NNFI) 、相幫邊觀指數 (relative fix index, 

RFI)、增加過配指數 (incremental fix index, 

1Ft)、比較遍配指數(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等比較不安種本人數影響的適配度指標，作為

將斷模式繼舍度梅香考，以上揖擇皆指…個理

論模武可以解釋實際資料的共變數結構之區

分比，其值甜鱗近 1 ·表示過配度繼麓，一般

捕霄，大齡夕。就表示攤配度繼麓，妻雙丑的各

釀總配度指標， NFI = 0.997 、 NNFI = 1.003 、

RFI = 0.9事。‘ IFI = 1.001 、 CFI = 0.999 、 GFI=

0.992 、 AGFI 踹 0.970 ·報較於虛無模式，顯示

「身心興農擬者總衛能力評量表J 理論模式與黨

證贅輯之聲體模式通霞磨棍佳。另外，均方額

近似誤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

matio九 RMSEA) 為 0.000 ' Browne 與 Cudeck

指出 RMSEA 小於 0.05 姆是 f適配皮良好f

i能指數也表示整體模式攜配度良好(引宙吳格

盤· 2002) 。本研究模式的慰自皇室 (df) '.lt虛

無模式 (null model) :P 24 '當自由鹿為 24 時，

"l僅具 42.持那違.01 的說計繡著*憊，本研究

模式t值比虛黛模式少了 2849.4尉，可發現本

研究實蠶寮料與研究模式之遺合蹺，顯著費按

虛無模式。

費單 身也難讀者翱衛能力靜聾發融體他臨聚會較之過配度指揮 (N 認 256)

模式 .l df p GFI AGFI 泌的 NNFI 設FI IFI CFI 

本研究模式 9.333 12 .674 0.992 .970 0.997 力的 0.990 1.001 0.999 

虛無模式 妞58.734 36 .000 0.182 -0.023 0.000 8-.000 0.000 0.000 0.000 

海膏'Akaike 囂，學標車(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 Brow帥-Cudeck 樣準 (Browne

Cude氾k criterion, BCC)等指數是在求得摸式複

雜與攤能島之平衡，同時海盟軍 x 2 儘與歡估計

之參數個數 ， AIC 等指數攝小農示繼膏可能找

到適合的模式;~就是說模式簡單冊13.適配獲

良好， AIC 等指數之數撥就小;模式撥雜而且

過配度不住 t AIC 等指數之數據就大。本研究

之理論模式的續都住譜數， AIC = 75.333 、 BCC

= 78.027 t 與輸和模式 (AIC = 90.000 、 BCC 話

93.673 )和虛無模式 (AIC = 2876.734 、 BCC 間

2877.4惡心相比較，可故事寄自本研究之理講襲

式比較能關純地解釋教師知身心顯擺者轉銜

能力表琨的看法。

3.模式內在結構通配皮

聽於棋式內在結構盪靶度， Bagozzi 和 Yi

( 1988 ;引會吳裕強， 2002) 建議六項指棋來

橡蹺，第一輯是個別噴臣的價度在50 以上，

由表四得知配合於.54 軍.95 之髓，表添符合此

嚷揖禪。第二種指標題潛在變現的接替信度

(composi始終liability )在.60 以上，第三三輔指

標是潛在變噴的平均變與抽取髓(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配到 t.J.上，荷本研究「肆

懿生活」和「素來轉窮J 兩個潛在費額的成份

情慶幸抄嘉軒.89 ;平均變異插較積為.81 和泣，

均符合這悶環措壤。第四輸指標是信計的發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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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建顯著水蟻，臨淒厲得知 t值全蟻，傲的顯著

水準，表示符合處項指揮。第五撞撞輾攬顧自體

化磯麓的輯對盤帶j、船1.96 ; r惡本研究橄潛能

聽鐘的線艷儷介於 0.002 姿。.3 15 之間，表克拉

符合處積指標。最後一錯指轍是轉正指揮

( modification indices) 都小於 3.84 ;甜本研究

的修正指標都Ij快3.84 ·表示符合拉撒憊 o

結合六碩指標的話果均撒恭 r!語，今障礙者轉能

能力善事蠶表」所呈現的模式內在結構適艷麗更是

非常好的。

依擴吳梅諾 (2002 )所盤騁的華本適配標

車、整體模式論配標準(外在和內在晶質)三

方館的喜事籃項固和標憊，總話本研究的結果質

科發現:忠心障礙者轉衛能力評量表白色理論摸

式與竇耀賀科之基本適配Jl恤，歸績獲理如喪

...L. 

/、、。

費六 虜IÒ障礙者聽懂能力解.i贊嘆至是許鐘璃間和糖果

護學鐘項目

、道本通配樣史學

I.沒有袋的誤差變異數

2.誤楚舞真數都達顯著水里聽

3.菌素負荷，雖介於..50 至9.5之間

4.參數間相闋的總對優宋太接近 1

、聲體模式通設撩撥(外在晶質〉

I. x 2億未遴顯著
2.GFI 指數大於.90

3.AGFI 指數大於.90

4.SRMR指數低於0.5

.5.NFI 指數大於夕。

6.NNFI 指數大於.90

7.IFI 指數大於夕。

8.RMSEA 指數值於.0.5

9.AIC 指數儷於飾和模式及虛無模式

1O.BIC 指數儷於輸和模式及虛無模式

去、聽懂模式適配額戀〈內在晶質)

I.細則頃盾的信度在.50以上

2潛在變頌的成份信度在.60 以上

3潛宣變潰的平均變異攝取僅在..50 以上

4.估計的參數都潑顯著水道

.5.標激化殘差的緒對績都以'J、於1.96

岳修正指標鄧小於 3.84

主、當碧藍分析結果

(…)肉都一致性傳黨

研究者使用 Cronbach a ·針對誰讓盟黨分
析信正值的蓋率蠶衰，進行內館一蠶姓信度分

達懿與否

達到

除一項未達顯著水讓外，其他都達品的顯著水里展。

遭到

介於.002 瑟的9 之間，嚨鵝{髓錯過.70 以上。

幫
幫
到
到
對
懿
聽
到
到
對

遠
遠
漣
漣
遠
遠
遠
縷
遭
逮

達封

建甜

遭到

遷到

達到

達到

析，結果接呈現在濃七，九體分直覺巍的α係數

介較好妾.98 之間，道整整黨科均顯示本書事蠶踐

自甘分聾發有良好鷗;有薄一致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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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t:; .ò蟬曬者轉嚮能力解量§建立角聽一致性個攤

量表內容

自我照顧

心理健康/自我訣定

功能使學科能力

人際互動

社軍/休閒生活

升學

職業軍11練/就樂

婚姆和家庭計最

(二)自學分贊間雷霆賣學i

為了解本讓書長家長和教師悔，在許量學生

轉衛能力的一致情形，研究者選取七十九位學

生，其中四十四位嘴金，三十五位女生;十位

鼓體障磁﹒十位智能障礙，四位最鐘韓攏，

位聽覺/輯謗蟑礙，五位多盤難聽楚，讓家長和教

師問時宿囑立站辦豔學生的轉衛能力，使揖

Pear雪。錢種差相關東針算每一富麗的評分發聞信

度， j其γ解兩者鷹在館一項特定轉錯能力的一

教?當形，結果顯示相關介於仰和.話之間，

均.55: 當中錄了第五十六躍〈像館道他所居住

的社攝中有哪韓休開場F賢和設鐘)的相關較龍

井，莫能題項均皇興中襲至高度相闕，是議。1

萬.倍的顯著水準。續觀第五十六蠶的數始實

斜，結果發琪多數教師的許分低吾吾家長者，顯

示教師和家提闊的評定有落菱;研究者建議在

這藍鳥鼠蠹表時， î宣泄露審定有請寄聾的題頃，了

解建成問嘿，甚至敵進一吉普評量。

總結絮說，身，心障躍發轉衛能力喜事盡數千言

良好的數度和儲廣;然而研究者在考驗本聾發

農業講教度、內部…蔽性器度資料的喝程中，謹

講喜堅強的導師嘎寫靡，公樟礙者轉嚮能力許最

表，並末考驗家長和學生版還陪讀品質資料。

另外，研究發忽聽槍定了數踐和教師的評分者

問信度，為缺教師和學生、家最初學生的許分

發聞語度，此乃本研究的限制。

α{系數 題自數 有效樣本數

.94 

.會3

.94 

, 95 
國 95

.97 

.會S

.97 

.97 

9 349 

9 349 

9 349 

9 349 

7 349 

20 349 

9 271 

18 324 

9 336 

結論典禮髏

一、結論

本研究旨在轟襲「身心關礙者轉衛能力辦

蠹表 J '以協惡毒教師評蠶高中纜車公障礙學生

的轉衛能力，作為擬定轉諾訐聾的革碟。身，心

障礙者轉衛能力評攪餐具有「多聽觀態和多種

聲次J 的特色，是一讀李克特四點董漿，但括

學生、數臨和教輔三種版本，結果聽著間、間

黨和信度分析之穢，形成自義照顧、心理體康

/踐我訣定、調純學科能力、λ際勵、舅家

生器、鞋區/休閒生活、升學、職業哥11鱗/兢業、

嬉姐和家臆辭靈九個分讓農;其中藹六項分嚴

表屬轉能成人謂之重要能力〈節目前獨立生

活和社甚參與能力)的詩蠱，能解釋 72.47%的

變與蠢;接三項颺米來轉街目標之針議能力的

辭靈，能解釋 82.72%的樂異麓，顯示本護器的

建構敷lf良好。窘，公蟑睹者轉衛龍力許盤樂除

了社區/体醫笠活分量表有二十錯聽項，職業單11

練/敬業分量發有十八餾題項，麗君拉端分最表

有七棋輯噴外，其餘六餾分聾表均各辛苦丸鵲題

瓊，全攪毅總共害九十九個聽項。頭究者使用

結構方報模式，考驗本量表的師黨結構，結果

發現它的理論棋式與實證贅輯之真本適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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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而在內部一致性信度方面，九個分量表的

α係數介於.93 至.98 之間;在家長和教師間評

量學生轉衛能力的評分者間信度方面，結果顯

示相關介於.09 和.86 之間，平均.55 ;當中除了

第五十六壇的相關較低外，其他題項均呈現中

度至高度相闕，且連.01 或.05 的顯著相闕，兩

項資料均顯示本量表有良好的信度。

二、建議

研究者握出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

之應用建議，以及未來研究的建議如下。

(一)身ID陣讀者轉衛能力評量矗之應用建輯

以下針對本研究所編製之身心障礙者轉

銜能力評量表之適用對象、使用時機與方式、

以及結果解釋與應用上，提出具體建議如下。

1.適用對象

本評量工具適合高中職階段需要特殊教

育服務之介入，以協助其生瀝轉街之各類身心

障礙學生，包括就讀普通班而有特殊需求之身

心障礙學生。

2.使用時機與方式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曾與高職特教班教

師合作，將此工具融進課程中使用，並於學生

之轉銜計畫中納入有關生涯探索之目標，其可

行性受到教師之肯定。因此，建議教師可於高

一學生入班後，即將「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

量表」納入生種教育課程中，由導師或特教老

師評定學生之表現，再參考家長和學生本身的

意見，從中歸納出該生之轉銜需求與目標。若

評量結果顯示該生在某些轉銜向度之能力表

現需進一步深入了解，則可視個別需要，進一

步探用其他正式與非正式的評量工具，進行更

深入之評量來補充所需之評量資訊。

3.結果解釋與應用

此「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的特色

在透過教師、家長和學生參與的多元檢核中，

客觀具體的找出學生重要的轉銜需求為何，以

作為個別學生轉銜目標與服務內容規畫之

用。因此，研究者並未提供常模資料來供比對

其各項能力在團體中之相對地位。而當教師、

家長與學生三者間的評定有落差時，正可以在

該生的轉銜會議上以此作為具體討論溝通之

依據，而後才據以擬定轉銜服務目標與內容，

納入該生的 IEP 中。

(二)未來研究的運團

由於目前研究者尚未提供身心障礙者轉

銜能力評量表在家長和學生版的內部一致性

信度和建構效度資料，以及教師和學生、家長

和學生的評分者間信度資料;因此未來研究者

將進一步補充本量表這些品質資料，以使本評

量工具之信效度資料更臻完整。男外，在本研

究過程中，發現部分教師對於如何將轉銜評量

結果具體反映在 ITP 與課程中，仍有困難;因

此，研究者計畫進一步撰寫身心障礙者轉衛能

力評量表的實施手冊，在手冊中提供具體指

引，包括具體實施步驛及如何將這些題項的評

量結果反映在轉街目標上，並且提出實際的案

例說明如何解釋評量結果和反映在 ITP 的擬定

上。此外，亦將提供相關研習活動指導高中職

特殊教育教師如何運用身心障礙者轉衛能力

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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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a Transitio草 Skills A絡的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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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Ching-Chiang Niew Wem“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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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i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ωdy set out to develop 部 appropriate transition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also to establish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data.甘le

ins甘ument used, a “transition skills s嗨l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as a Likert-type 

尋-point scale. It c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students' transition needs and skills and their 

po鈴sch∞I goals. The ins絃ument included student, family, and teacher for紛紛. After i給m，

validi熟路d reli撞倒lity analyses，。當搗懿誠如紛紛ility scale for per單純s with disabilities 

∞nsisted of 99 items divided into 9 subscales: s告:“鯽， psychological 

health/self-determinati冊， functional academic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home living, 

community/recreational lif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vocational traininglemployment, 

marriage and family planning. The first six subscal筒， with a variance of 72.4 7%, were used 

to examine current skills for independent living and community p副icipation; the last three 

subscales, with a variance of82.72%，絲絲 used to examine planning skills needed to make 

the move 食。m school to post-school activities. As 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adopted to 

examine the factor structure of our “transitional cap置city scal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d 甘l的 this s開le performed well on the fol1owing three evaluation in機

dicators: preliminary fit criteria, overall model 侃，的 of internal structure model. The over

all internal ∞的i泌的勾結liability， represen紛d 揖s Cronbachα， was between .93 and .98 for 

the subscales. Besides，當le inter-rater I海liability between p益rents and teachers w紛 .55. Both 

indic祖s indicated that this scale h紹 good reli昌說話。九

Keywords: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ransition assess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