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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融合逆走回隔離一

一位視覺障礙學生的學校生活經驗

羅丰苓
黎明國中教師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法，深入探討一位視覺障礙學生從排名前二志願學校的普

通班級的教育環境，轉學到特殊學校就讀的求學歷程，藉以了解學生從「矗合」

的教育環境下，轉到「隔離」的特殊學校所歷經的學習經驗及學校生活的情形。

研究獲得數項發現如下:一、當學生就讀於普通學校，其自我概念、同儕地位、

校圖活動能力及社會參與度等各方面顯得低落;然當學生轉到特殊學校就讀，各

面向的能力反而提昇。二、無論是在普通學校或是特殊學校，學生都是屬於「主

流的邊緣人」。學校體系皆本著「大量化」、「一致性」的教育服務模式，要求學生

連到即定「主流」的標準。三、當學生就讀於普通學校時，校圖活動範圍大多限

於自己的班級，其亦可視為「隔離」在某一個班級內;然當其轉安置到特殊學校

時，其校園活動範圍不限於班級，擴及全校。這樣的情形實可對現今多以學校為

單位，並以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多寡區分出「隔離」與「融合」教育環境的省思。

四、學生從普通學校轉安置到特殊學校的過程，在熟人關係(如:同學)的發

展，趨於盡可能的與障礙者在一起;反之，在生人關係(如:賣場人員)的發

展，則是樂於參與社會活動，趨於矗合於社會活動。

關鍵詞:矗合教育、視覺障礙學生、特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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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定下船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探尋久遠的起點

一文獻探討

一、從「雙盒理論」中流變..，

在一次餐敘，與負責承辦身心障礙學生十

三年就學安置業務的人員談天時，對方感慨提

著: ["每年都有自前一、二志願的明星高職普

通班轉到特殊學校就讀的學生 o J 聽到這件事

時，我就像是聽到水不往低處流，而是違反自

然定律往上爬般，張著嘴驚訝的問: ["怎麼可

能? J 。在大力倡導融合教育的理念下， ["特殊

教育學校M歸到普通班」是理所當然的單行

道，竟有學生是從普通學校逆走回特殊學校。

而且能讀前一、二志顧明星學校的普通班，對

許多身心障礙的孩子及家長而言，就好像是

「美國綠卡」般的難得與珍貴，怎麼會放棄普

通班轉而到特殊學校就讀?

十餘年來，我乘坐張著「融合教育」旗幟

的船，承載著人權的理念、國際的思潮、特殊

教育的趨勢，也承載著許多身心障礙孩子及家

長的美好夢想，一路往代表著「自由、曲合、

正常、接納」的大海駛進，這幅特殊教育的理

想圖本該如此!突然， "--位從高職普通班轉到

特殊學校的女孩子，什麼也沒說的跳下船，沿

著路旁的小徑往反方向走去，徒留下的問號就

如千斤頂般，重重的壓著我。壓得我沒有辦法

繼續搭船前進...。

我決定，下船。踩拾著娟娟的腳印，找到

她，尋找答案。想問:

在排名前三志願的高職普通班就讀所歷輕

的學習經驗及所遇到的困難為何?而其又是在

何種情形下轉安置到特殊學校?爾後在特殊學

校就讀的學習經歷及學校生活的情形為何?歷

經兩暉，截然不同的就學環境，對其有何影響?

特殊教育學生在早期是依著心理醫療

( psychomedical )的觀點，認為學生有缺陷，

應該以特殊學校及課程保護照顧，惟有特殊教

育教師才具有特教專業，負有身心障礙學生的

教育責任 (Dyson & Millward,1997 )。這種

「雙盒理論 J (two box theory) ，即是把特殊教

育與普通教育看成截然有別的兩種教育系統，

於是在同一所學校內，有普通班與特殊班兩種

班級，有人乾脆就分別學生為障礙學生與非障

礙或正常學生，學校教育系統呈現著運涓分明

的兩道流程( stream) (Grosenick & Reynolds,

1978 。引自許天威， 1994) 。而在二元系統的

運作下，需決定誰該歸於特殊教育系統，誰該

歸於普通教育系統，這種做法助長了分頓和標

記學生，卻少有教學上的價值 (Stainback &

Stainback, 1984) 。國內特殊教育學者吳武典

(2005 )也提出二元系統助長不必要的競爭與

重複'若要獲致最大的教育成效，教育人員應

分享他們的專業並集合他們的資源，然而二元

系統的模式卻阻撓了這種合作關係。

另二元系統被批評的原因，是特殊學生隔

離於普通學校接受特殊教育的專業服務，成效

未見顯著。蘇清守早在 1979 年即指出將特殊

學生集中於特殊學校接受教育，環境狹窄閉

塞，接觸師生有限，難免形成閉鎖的自我觀、

退縮的人生觀、偏執的價值觀和孤立的社會觀

(蘇清守， 1979) 。而王振德( 1985) 也表示

越隔離於普通班，剝奪了殘障兒童與正常兒童

交往的機會，長期生活在隔離的環境，將減損

個人應有的社會適應能力。而張廣義 (2001 )

也提出特殊教育的整體環境，不論在質與量方

面，均無法提供足夠的協助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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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著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分流所受的批

判，並隨著正常化原則、回歸主流運動、乃至

最少限制環境等理念的倡導，自 1970 年代以

後，雙盒理論逐漸被拋棄，代之而來的是統合

理論，其是把僵化的雙盒理論變成較具彈性的

階梯模式 (cascade model) (許天戚. 1994) 。

階梯式服務模式一如吳武典(2005 )以

Reynolds ( 1962)所提出的階梯式服務模式為

參考，所修正補充的模式(如圖一)。其旨在

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學生一樣擁有相同的入學

管道，每個學生可依個別的狀況不同而被安置

到最適當的教育型態中，並增加與一 A般學生的

互動機會(吳武典. 2005) 。

輕

醫院

養護機構

特殊學校

特殊班(自足式)

資源教室(分散式)

巡迴輔導

普通班(統合教育)

個案數量

團一 階梯式的服務模式(害怕吳武典， 2005 '第 39 頁)

二、 j匿聚成「融合教育」的主流

這股讓身心障礙學生盡可能回到普通學校

一起就學的思潮，隨著民主思潮的衝擊與人道

精神的闡揚. 1990 年代，更進一步興起融合

教育運動，主張在單一的教育系統中，提供教

育服務給所有的學生(吳武典.2005) 。關於

融合教育的內涵，誰易男(2006)綜合國內學

者對融合教育的定義，歸納為四大面向.--~日

圖(二)。

系統合作:系指三元教育系統(普通教育

與特殊教育)的合作，無論在行政體系、教師

協同、課程及責任共享等各方面的合作。

教育均等:其對象是指具有特殊需求的學



· 26 .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生，並非限於身心障礙學生，每一個人都屬於

班上的成員，並且完全被接納。

個別差異:融合教育是透過教室生態的調

整，課程的調整，配合學生的個別差異，提供

多元評量。

同儕接納: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學生共同

0~~0~

學習，可培養學生的人際關係、同理心，並達

到人權教育與生命教育的目標。同時可除去負

面標記的影響，增進情緒穩定及歸屬感，如此

可增加對於差異性的接受度，且有助於學生間

彼此學習與互動，連成普通與障礙學生雙贏的

局面。

~0ff~0

個別差異

〈之三 主三〉

同儕接納

圖二 融合教育的四大面向( ~I 自徐舅舅 '2006 '第 80 頁)

雖然融合教育的目的本在於創造雙贏，然

融合教育推展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以國內身心

障礙高中職的教育為例，教育部自八十九年十

一月決定推動「十二年就學安置」四年計畫，

九十年四月頒布該計畫，九十年立即安置身心

障礙國中畢業生。其法令推行的效率十分迅

速，身心障礙學生也能進入到高職普通班級就

學。然融合教育的結果，就能創造了普通學生

與特殊學生的雙贏?或如林佩欣( 2007 )所

言，表面上似乎是完全的融合一所有特殊學生

安置於普通班與普通學生一起接受教育，但在

未有適當配套措施的情形下，提供給學生可能

是一個「物理與心理環境限制重重」而非「最

少限制的」環境，特殊學生不蒙其利，反受其

害。

本文冒在探討一位原本被安置在排名第二

志願的國立高職普通班的身心障礙學生，雖被

安置在一被認為符合人權、去除標記，享受均

等教育機會的融合教育的環境，最後卻選擇轉

學到廣受「隔離」批評的特殊學校就讀，學生

在實際安置於融合教育環境中所面臨的學校生

活經驗及挑戰為何，又轉學到特殊學校的學校

生活經驗的情形，藉由其從「融合逆走回隔

離」的求學歷程，期能對融合教育有所歐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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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

走在尋求答案的小徑

一研究方法

一、她一訪談對象

依著該承辦轉安置業務的人員建議，從高

職普通班轉到特殊學校就讀的幾乎都是視覺障

礙與聽覺障礙學生，我經大學同學的引薦，接

觸了敢明學校與歐聰學校的註冊組長，而各校

組長也表示確實有一些從普通學校高職部轉過

來的學生。為獲得豐富訊息的個案，我請註冊

組長幫我選擇，已在前一、二志願高職普通班

就讀超過一年以上且之後轉學到特殊學校超過

一年以上的學生，已確保訪談個案在普通學校

高職部及特殊學校都有長達一年以上的學習歷

程，如此較能獲得豐厚的資料。

在這樣的條件抉擇下，歐明學校有二位學

生，而敢聰學校也有二位學生，在與註冊組長

詳細探詢學生的表達能力之後，歐聰學校的兩

位學生因口語表達的能力有限，而學生在筆談

及手語表連的能力亦低落，可能難以進行訪

談，因此，不考慮歐聰學校的學生。在歐明學

校方面，因其中一位學生已經高三，正為升學

考試而衝刺，本身接受訪談意願低落，也不加

以考量。最後，決定以一位敢明學校高二的女

生一娟娟(化名)為訪談對象，娟娟之前在其

居住縣市排名前二志廳的華新高職(化名)就

讀了一年半，之後才轉到歐明學校，也已經在

歐明學校就讀一年多。而其家人也表示願意接

受訪談，因此，在獲得娟娟本身及家人同意

後，以娟娟為主要的訪談對象，也訪問其重要

他人，包括娟娟的爸爸、姐姐、歐明學校的導

師及華新高職的導師亦為受訪對象。

二、我一研究者的角色

(一)熟悉兩竭的我

十餘年來，從特殊學校任教起，一路歷經

特殊班、乃至現今的普通班，順著融合教育的

潮流，從逐漸式微的特殊學校進入融合教育的

普通班級。在特殊學校與普通班級的兩端，我

都曾努力實踐著特殊教育的理想於日日的教學

活動中。對於特殊學校的氛圍我並不陌生，而

對於普通學校的氣息我更是熟悉。然在熟悉

中，亦見其限制，在過程中我和自己不斷的對

話、反省，以期能讓自己無所偏頗，呈現現象

的事實。

(二)閉友的我

因所探討的對象已近成年，我視其為完全

成熟的個人，以關心她的朋友角色來進行對

話，全心傾聽受訪者所表連的內容。娟娟在訪

談間對我提到可以做好朋友: r 朋友不分年齡

嘛!只要談得來都 OK 0 J (10970313-119)

(三)關心教育的我

因本身亦是擔任教職的工作，對歐明學校

的導師與華新高職的老師而言，我是關心教育

的同行;對娟娟及其家人而言，我同樣是關心

娟娟所受教育情形的老師。

三、拾一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資料蒐集是以深度訪談的方法，輔

以相關文件、輔導記錄、研究日誌等，希望從

不同來源、增加對現象的了解，也希望透過不同

資料來頭相互驗証。分別說明如下:

(一)深度訪鼓

本研究前後進行過八次，共計十四個小時

的訪談，訪談對象包括娟娟、娟娟的爸爸、姐

姐及歐明學校的導師。為了深入了解研究對象

的觀點、澄清問題，訪談是以研究問題為出

發，並以後續發展出的焦點為主軸進行訪談，

過程中同步錄音，事後轉譯成逐字稿。

而轉譯的過程，由我獨立繕打所有的訪談

逐字稿，目的是希望透過長時間的聽與繕打，

更清楚研究對象所要表達的想法，同時檢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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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訪問的問題與訪談技巧，並整理出該次訪談

未能澄清或是疏漏的部份，以作為下次訪談資

料的參考。為於日後資料的彙整與分析，我將

訪談資料編碼，取 INTERVIEW 的縮寫 'I J '

而開頭 'IG J 是為娟娟、 'IS J 娟娟的姐姐、

'IF J 娟娟的爸爸及 'IT J 娟娟的老師，其後

為訪談日期。在訪談日期之後依各訪談稿的關

鍵詞句為單位編碼，以能更清楚的標示引述的

資料是來自於逐字稿的哪一個單位，諸如

'IG9703I3-13J 即是娟娟九十七年三月十三

日的訪談記錄稿的第13 個關鍵詞旬的單位。

另亦用電話訪問娟娟就讀於華新高職時的

導師，在我與華新高職的導師電話訪談後，即

刻以回溯的方法，將訪談內容進行詳細的整理

及膳打，編碼為TELEPHONE'縮寫為 'TJ'

而其後為電訪日期，諸如'T970627J 即是華

新高職導師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的電話訪談

記錄稿。

(二)檔葉文件

相關檔案文件包括有娟娟的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身障生轉學輔導會議記錄、個別唔談及

家庭聯繫紀錄、轉學輔導申請表、診斷証明

書、娟娟的日記、個別化教育計畫等十四份檔

案文件。這些文件檔案除能有助於了解轉安置

學生的學校生活經驗之外 ，也能助於我思考

問題、分析資料和佐証訪談結果。而檔案資料

則以 PAPER 的縮寫 'PJ 為開頭，分別在每一

件的檔案文件編上號碼，如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身障生轉學輔導會議為'POIJ 、個別唔談與

家庭聯繫紀錄則是'P02 J '以此顯推。

(三)研究日誌

進行訪談時，我隨時觀察、記錄訪談的情

境、受訪者的肢體語言或突發事件。於訪談結

束後，立刻錄音筆錄下觀察到的事物及想法，

並於訪談結束一日內，聽錄音筆的內容，也再

次回溯該次訪談的心得或疑惑不清的地方。透

過研究日誌與自己的經驗對話、反思，並和普

通班級任教與特殊學校任教的老師分享、討

論，以期澄清對現象的疑惑。每次寫下的研究

日誌即以 'DAIRY J 的縮寫 '0 J '每寫一筆

日誌即一個編號，如 'DOl J 、 '002 J 等，以

此類推。

四、析一資料分析方法

反覆閱讀逐字稿，畫出重點句與段落，並

在旁邊以訪談者的用詞寫下關鍵詞、事件，例

如「最後一名」。

關鍵詞形成概念後，再將相互關聯的關鍵

意義集合成主題，例如: '最後一名」、「無法

競爭」等形成「跟不上」。

主題形成後，彼此之間持續比較，若有相

關則形成更高一層的「核心主題 J '例如: '跟

不上」、「被當」等形成「拿不到畢業証書」。

過程中，我不斷尋找關鍵意義以及主題，

而也參考文獻，希望藉由文獻資料提供不同的

思考角度、廣度與觀點，讓我能進行更細椒、

貼切的分析。

五、真一資料的信賴度

以多方資料檢核、同儕檢核及當事人檢核

等方式建立信賴度。

(一)多方資料橫桔

利用多方資料交叉險核、分析，以探詢實

在的意義。如從多元的訪談人員(包括娟娟、

娟娟姐姐、娟娟爸爸、敢明導師、華新導

師)、多元的資料(訪談、檔案文件)等相互

進行資料檢核及分析。

(二)罔儕描桔

將轉譯出的逐字稿，請一位在大學兼任

「融合教育」課程並也任職於特殊教育學校的

老師，進行同儕檢核。由我與該老師依逐字稿

分析出的關鍵詞、漸形成概念，對於異同觀點

進行討論，漸形成核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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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事人槽桔

設計訪談資料審閱單，請受訪的對象檢核

受訪內容的正確性，如娟娟審核後即說: I 非

常符合我想說的 J (039) .而歐明老師審核完

畢，亦說「嗯，就是這樣的情形J (040) 。

踩抬著娟娟的腳印

一研究結果

一、曾經那樣熱情擁抱的夢想

(一)堅持讀華新高職

戴著厚厚的眼鏡，低著頭，看著手中捧著

表皮寫著「與愛情有約」的言情小說

(DOl) 。娟捐，就像許多的高中女生，喜歡

看小說、偶爾上上網、收收e-mail. 而與一般

高中女生不同的是有身心障礙于冊，上頭寫著

「視障」、「輕度J (P04) 。娟娟從幼稚圍起、

國小、國中皆就讀於居家附近一般學校的普通

班，國中畢業後，參加視障甄視，娟娟描述

道: I 反正就是考的都是有障礙類別的人啊，

不是去跟那個正常人去比啊J ( 10970313

20 )。而娟娟依成績可分發到當地排名在前第

二志顧的公立高級職業學校一華新高職餐飲科

就讀。然華新高職並沒有像迎接多數新生般地

敞開大門迎接她﹒ ..

l 能不能夠把她轉學

娟娟參加視障甄試依成績分發到華新高職

餐飲科，而華新高職在不得已要接受一位視覺

障礙學生就讀餐飲科的情形下，只好與家長溝

通，在遺沒有就讀前能不能直接辦轉學。娟娟

的姐姐敘說當時校方希望娟娟轉學的理由:

「老師有一直打電話找去談，同1J 要入學的時

候，那老師就打電話找家長說其實她不太適合

進來華新女中，她是學烹飪的，那她不太適合

進去那邊就學，因眼睛看不到，她可能會受

傷 J ( IS970329-5 )。娟娟的爸爸苦笑著說:

「因為她這個問題，又不能夠把她超出去，學

校又不能夠這麼麻煩，因為學校就她可以考進

去，你就要給她請，你不能夠把她拋棄掉，你

可以勸她不讀，不能說你不能夠不來，所以他

(華新高職)就跟我們溝通，看能不能夠把她

轉學 J (IF970330-21) 。

2.我們的娟娟還沒有那麼糟

然姐姐則認為娟娟應能在華新高職與一般

人在一起就讀: I 我們的娟娟還沒有那麼糟，

都可以自己來啊，只是眼睛差了一點，就是%\

覺不太出來，她眼睛差，因為她還可以看小

說，玩電腦還是可以玩得很開心啊，嗯，對

啊，然後生活都可以自理，所以我們就覺得應

該是不需要到那邊去，可以在普通的學校就可

以了 J ( IS970329-48 )。而姐姐也擔心轉到歐

明學校可能的負面影響: I 我是一直希望說她

不要轉，因為我認定說她這樣子會不會對她影

響，就是說我這樣子我眼睛看不見，就是比人

家差」、「那個時候的考量點就是你進去，就表

示你跟人家不一樣，你是有問題的，我是這麼

認為啦。或許在正常的學校你還可以跟人家一

樣 J CIS970329-41) 。

3.比較適合去那邊求學

除了校方希望娟娟不要入學之外，因歐明

學校有提供視障按摩訓練，爸爸基於日後生存

的考量，也覺得娟娟應該要到歐明學校就讀。

「我的成覺比較適合去那邊求學，可能發揮到

她以後生存的空間，因為，因為一個核子回來

的時候都要有一個獨立的，比較有一個，不要

說要依靠哪一個去幫忙跑過一生 J (IF970330 國

2) 。

4.我也可以跟一般人一樣

面對華新高職與爸爸希望娟娟不要進去就

讀的態度，娟娟仍堅持就讀華新高職。爸爸轉

述娟娟當時的話: I 她那時候是說，我也可以

跟一般人一樣啊，去請那裡 J ( IF970330-7 )。

另一方面，娟娟認為高職應不會太難讀。「我

當初也想說高職口麻!應該還好啊，還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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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當初想說第二志頗，難道會有點難難

的，但我想高職的話，應該還好啦!老師應該

會比較鬆 J ( IG9704 I0-80 )、「當初把高中想得

太簡單了 J ( IG970313-29 )。除了想跟一般人

一樣就讀華新高職之外，對於歐明學校方面，

娟娟則提到: r 我當初不進來的原因，是因為

我想我會跟這裡的人不合 J( IG970501 . 1 )。

5.切結書

雖然華新高職與爸爸都希望娟娟能轉到歐

明學校就讀，但是在娟娟的堅持下還是留在華

新高職就讀，學校在無法讓娟娟轉學的情形

下，卻又考量娟娟視力障礙可能帶來的危險，

娟娟一進去學校就讀就請家長簽切結書，姐姐

表示: r 剛進去就有簽切結書了 J ( IS970329

8 )。爸爸提到切結書的內容， 1 切結書是在

說，因為他學校怕你孩子有問題﹒所以你既然

要來給我教，你這些問題我不敢給你負責或是

怎麼樣負責，萬一她出什麼差錯，寫說因為她

視力不好，仰、硬著要去給她去讀他們學校，然

後假如說這個核子發生意外，他學校不負責」

( IF970330':19 )。爸爸簽了切結書，對於學校

要求要簣切結書的作法是採體諒的態度。「切

結書是這樣，因為那時候他說實在的，他們也

不是說特殊學校，所以說他們要照顧你，沒可

能的事」、「因為老師也怕她發生意外啊，當一

個老師你就怕學生出問題，你就家長又要去怪

學校說你教學不當，沒有注意學生的安全性，

因為她眼睛不好啊，他怕她在炒東西啊，拿刀

在切東西啊，你會把手切掉，因為他怕她的問

題，所以一般學校盡量不要負這種責任，一般

學校叫他去照顧她好像也沒有辦法。」、「我的

看法是蠻正常的，因為每個人都不敢承擔那個

責任啊。因為他不是特殊學校」。但爸爸也特

別提到如果是特殊學校要求簽切結書就不合

理。「假如特殊學校，我覺得他這樣是不對。

因為特殊學校你是專門應付這些人」

( IF970330-22 )。

(二)強者中的弱者

娟娟堅持就讀第二志顧的華新高職後，進

去之後，宛如小雞棲身鳳凰巢中，成為「強者

中的弱者」。

1.那邊的人又不是一般的人

爸爸提到娟娟以前在讀圈中時，成績保持

中等的情形。「她的成績還不錯，也!還是中等

地，她跟他們一般的同學，也還是中等，還不

是最後的 J ( IF970330-26 )。但是華新高職在

當地是第二志顯的明星學校，其入學分數高。

「因為她是用特殊的狀況，又有加分，保送進

去那個學校。因為那個學校的學分又比-般的

學分還高了，所以那邊的人又不是一般的人，

比較有高一點點的學生啦!妳是靠妳的視力不

好而保退而入的。所以妳要跟人家比得土沒有

那麼簡單 J( IF970330-16) 。

2.他們的志顧和理想都很高

娟娟也提到大多數的同學都想再升學，所

以很認真的讀書。「他們是高戰部，但他們的

志願跟理想都很高。他們很多都是要拼國立，

不然是有些經濟比較不好的是拼圈立啦，有些

經濟許可的話，是拼餐飲斜的學校，比較好一

點的。對，對，就是這樣，所以大家都很認

真」、「因為他們要拼大學啊，因為他們要拼四

技二專啊，拼大學啊，他們要拼統測，因為他

們都是要再、升、學的(加重語氣 )J 、「百分

之九十都是要再升學的 J( IG970410-79 )。

3.我沒啥心在讀書

相對於認真以升大學為志向的同學，娟娟

並無升大學的理想。爸爸表示: 1 我有問她說

妳想不想再升土去啊，她說不想，她只有想在

這裡就好了，就要開始就業了 J ( IF970330

10 )。而娟娟本身對考大學的態度: 1 大學喔，

因為你要修學分啊，于可...筆記又是隨便就一個

黑板，煩都煩死了 J( IG970320-77 )0 1 我本身

就沒有打算要升學 J ( IG970501-16 )。而娟娟

也不是很愛唸書的人。姐姐表示: 1 她也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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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唸書 j ( IS970329-28 )。娟娟自己也說:

「我本身也不喜歡唸書 j ( IG9703 I3-26 )、「我

沒啥心在讀書 j ( IG970320-49 )。在讀書學習

態度方面，娟娟與其同學相較，表現相對的

弱。

4.偶爾會跳個行，偶爾會看錯字

娟娟的視覺能力也不及其一般明眼的同

學。娟娟表示在閱讀書本. I 偶爾會跳個行，

偶爾會看錯字 j ( IG97041 0-50 )。雖然座位被

調整到最前面. I 第一排第一個，第一個位

置，就是最前面的 J ( IG們的 13-67 ).但還是

無法看清楚黑恆的字。「看不到，最前面還是

看不到 J ( IG9703 日-69 )、「一二三是看得到，

後面的就看不到 J ( IG9704 I0-54 )。被問及老

師知不知道你看不到黑恆的字，捐娟回答:

「知道啊 J ( IG9704 I0-55 ) .沒有抄黑板老師

的回應情形. I 他會生氣啊 J( IG970410-56 )。

而爸爸也提到娟娟視力不好，影響學習的

情形。「她視力不好，她也是一樣看不到，就

看不到。用眼看不到，你用聽的話，沒有那麼

厲害啦，人的頭腦，目民耳朵並進，你才可以吸

收到智慧裡面，如果你說光聽，他們老師在說

又很快，又不是一句話一句的說，除非她是天

才啦 J( IF970330-13 )。

5.矮人家一截

身為弱者，娟娟提到在學校矮人家一截的

情形。「因為你矮人家一等，除非你進去那

所學校你有辦法什麼都站在平線上，沒有矮人

家一截，你有辦法什麼都跟人家站在平線，就

是人家同等高，可是很少人做得到這-點啊」

( IG970501-13 )。而矮人家一截，身處為弱者

的娟娟，在學校的活動範圈也有所限制. I 通

常都不會跑太遠，我都在我們班裡面或是在廁

所，都是在我們班附近晃一晃，不會跑太遠」

( IG970501-14 )。

(三)買力求生存

身處為弱者的娟捐，需同學的幫忙。而為

獲得同學的幫忙，娟娟盡力的打點人際關係、

調整自己說話的內容﹒ ..

l勢必一定要人家幫忙啊

就讀華新高職餐飲科，娟娟需同學的幫

忙. I 因為你勢必一定要人家幫忙啊 J

( IG970313-65 ).然在普通學校，同學並沒有

幫忙的義務. I 人家會覺得你幫他這樣子很

好，這樣子很棒，然後你不幫他，也沒有人會

覺得你就這樣啊，你不幫他好像不太好。他們

不會覺得 J ( IG97041 0-1 02 )。

2.你好死不死的，你人緣又很差，到時侯就完

蛋了

因此，為能獲得幫忙，娟娟認為打好人際

關係是很重要的. I 你好死不死的，你人緣又

很差，到時候就完蛋了 J ( IG970313-58 )、「重

點就是人際關你要打好基噗﹒只要打好基礎，

絕對沒問題。人家會幫你 J ( IG970410-97 )。

3.跟學姐套交情

為了打好人際關係，娟娟想辦法多認識學

姐. I 要先去l1R學姐套交情」、「想辦法跟學姐

處得不錯。然後不可以只認識自己的直屬學

姐，你要多去多多認識這個樣子」、「學姐可以

幫你打一點人際關條起來，可以幫她自己的學

妹說介紹你啊，或是讓大家去認識」、「她可以

幫你在老師面前多美言幾句 J ( IG9704 1O

115 )。

4.不可以太安靜也不可以太恬躁

娟娟與人應對也很謹慎，會考慮人家會不

會接受，在發表自己的想法也會有所保留。

「人際關係、是-門很大的學問耶，反正就是不

可以太安靜，也不可以太聆躁，人家問什麼，

你就據實回答，偶爾可以加一點自己的想法或

自己的成覺。然後不可以加太多，然後有時候

可以幽默風趣，然後耍一下嘴皮也可以。嗯，

針。但是層次不可以太低，太低人家會覺得這

個人怎麼這個樣子，沒有禮貌，啊想的事情怎

麼都是這個樣子。層次不可以太低，因為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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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個跟其它那種爛爛的學校不一樣，等級

會比較高一點，所以層次太低，你進去人家，

人家會不接受 J( IG970410-1 12 )。

5.有人幫總比沒人幫要好

然提到同學的幫 'It ，捐娟以無奈的口氣

說: r 其實有些人啦，是基於說同情心，去幫

你啊 J ( IG970313-6 I )，又繼續說: r 就我個人

來講的話，同情心幫忙，有人幫總比沒有人幫

好 J ( IG9703 I3-62 )。而雖說有同學幫忙，但

有時同學也不知該怎麼幫， r 但是呢，幫歸

幫，畢竟不像這裡(故明學校) .人家不會非

常了解你所需要是什麼，你的困境是什麼?還

有一定會有一點點的差別啊，還有就是也不知

道該怎麼幫啊! J ( IG9703 I3-57 )。

在被同學幫忙的過程，娟娟也有所體會:

「他(同學)被老師叫去，和他樂意他高興去

幫你，和他心情不好但他還是要幫，那不一樣

啊，他發自內心和被別人叫去，那不一樣啊，

而且如果人家是主動、樂意去幫助你，你所受

到的照顧絕對比較好...全回呆是不願意去幫你

的，他會想說你這個事情做成這樣，不閉口，

只會等人家去幫;如果是願意、樂意去幫你，

就會替你想，會想說你是不是第一次遇到，這

環境比較陌生，然後比較不會處理，然後，然

復會害羞會不會害怕這個樣子。會去幫你找一

些藉口，那種成受和待遇就是不一樣，完全不

一樣 J( IG9704IO-I06) 。

(四)我過得很快樂

在華新高職一年半的就學日子，娟娟說:

「我過得很快樂 J( IG9704IO-98 )。

l老師有特別交待

就像在說一段快樂的往事，娟娟語調活潑

的說著: r 老師知道，那老師對我也都不錯，

那也有特別交待。那同學剛好也都是很乖、很

好很善良的。也都很好 J ( IG9704 1O-99 )。

2.師資群夠高、同學很友愛

而娟娟也讚許著華新高職的老師: r 師資

群夠高，老師都不錯 J ( IG970410-61 )。在提

到與華新高職同學相處的情形，娟娟聲音高

亢，語調活潑就像才剛和同學討論完周末要去

哪裡度假般: r 他們那幾個你要講你就可以講

很遠很遠很嘖很廣的東西去啊，都夭南地北，

對啊，至少玩的東西也多啦，然後介紹美食也

多啦!然後逛逛街口麻!大家集思廣益一下也好

多地方四羊 J( IG9704IO-70 )。

3.好玩啊，當然好玩!

在術科學習方面，娟娟順利取得丙級執

照。問到丙級考試的事情，娟娟高興的比于劃

腳的詳細的說著內級考試的情形，而娟娟每說

一種丙級考試的情形，都會加上「簡單」兩

字，丙級考試對娟娟來說並不是件困難的事。

「六道菜，然後你要在時間內完成，然後衛生

要注重，然後食材的分類哪一類哪一類你要按

照那個順序，你絕對不可以錯，錯的話，很容

易就被刷掉了。然後裡面有幾個比較特殊一點

的，那個醬料嘛!調法都變簡單的，那差不多

就可以了」、「它那個比較難一點點，還有那個

魚，魚還好啦!還蠻簡單的 J ( IG970410-3 )。

當問娟娟覺得中餐烹飪學習好不好玩，捐娟語

氣上揚笑著回答 r 好玩啊，當然好玩」

(IG9704IO-II) 。

二、花落、風止、潭歇、星滅

(一)畢不 7黨的覺悟

雖然在華新高職就學的日子過得很快樂，

但娟娟在班上的成績始終是倒數的，而學科也

無法達到學校的及格標準...娟娟回憶著當時的

想法 r 覺悟了，我就覺得好恐佈喔! J

( IG9704 I0-8 I )

I.跟不上

在華新高職一年多的時間，娟娟的功課始

終都是在最後幾名。姐姐說: r 一年多來，她

成績就不是很好...她進去就一直在後面，然後

有幾科沒有過的」、「她自己也覺得跟不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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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班上的功課跟不上 J ( IS970329-27 ) ;

爸爸也提及. r 後來走到學校都最後，啊第一

名或是第二名 J ( IF970330-12 )。娟娟自己也

表示: r 出去沒有辦法跟人家競爭. 1皂跟都跟

不上，何況還要跟人家競爭﹒光*就跟不上」

( IG970313-52 )。

跟不上同學，也影響娟娟的學習興趣:

「因為功課會跟不上啊，會愈讀愈沒有興趣」

(IG970410-119 )。跟不上的結果讓娟娟甚至

產生自卑感，爸爸說; r 跟不上別人，自己奮

門去，那可能你什居東西都跟不上，那你也比

較有壓力，自己也比較沒有信心存在。甚至會

把她躲起來，比較沒有面對現實的社會」、「到

學校也好像也沒有興趣，想要不想去讀咧，到

最後好像去到那邊或許人家或者有一種叫做自

卑鼠，自卑 E良好像人家怎麼樣，她都沒有辦法

照人家的方向去走，她有可能會產生那個自卑

&\ J( IF970330-14 )。

2.被當

不僅跟不上同學的學習，即使學校降低娟

娟的及格標準，娟娟仍無法連到及格的標準取

得學分。「人家的及格分數是六十，我的有降

低五十啊! J 、「因為我達五十都不到，所以就

會被當掉。 J ( IG們的 13-25 )。而且被當的科

目不少，姐姐說 r 功課幾科被當掉」

( IS970329-19 )。

3.拿不到畢業証書

華新高職雖是職枝，也以讓學生升學為教

育目標。娟娟說: r 你請餐飲斜，它也是偏向

學斜，考大學 J ( IG970313-31 )、「他們都盡量

讓你升學，他們是主攻升學，沒錯，因為老師

要把我們提昇到管理階層，所以一定要上去」

( IG970410-122 )。也因此娟娟加重語氣的

說 r 一定要拿到學分，被當掉要補修」

( IG970410-123 )。學校有補修的制度，娟娟

亦有參加補修，娟娟說著補修的情形: r 沒有

過，自己付錢去找學校的老師補課 J '關於補

修，娟娟無奈的表示， r 我要修到什麼時候才

修得完 J( IG970501-17 )。最後，娟娟嘆氣表

示: r 因為都被當掉，會拿不到畢業証書耶」

( IG970313-21 )、「辜不了業，沒有那一張畢

業証書沒有用 J ( IG97050卜的)。

(二)我要落聞7

經過一年多在華新高職就學的日子，娟娟

語氣沈重的回憶著當時的想法: r 我就想說﹒

唉，算了算了。我要落跑了 J ( IG97041 0-82 )。

l 學科是主因

就如娟娟所說: r 最後就被當當當，當一

當就跑來這裡啦 J ( IG970313-28 )。姐姐也

說: r 學科當掉，是主要的原因 J ( IS970329

26 )。而不是因為術科烹飪動刀動火的學習困

難， r 沒有聽過，她這樣受傷過 J ( IS970329

24 )。

2.轉到她該去的學校

在娟娟學科表現不理想的情形下，華新高

職的老師又再找家人提及轉學的事宜。姐姐說

起華新高職又主動提起娟娟轉學的事情. r 那

一年多來，她成績就不是很好，就在後面啊...

這時候老師又找我們家的人去談嘛!然後是說

轉到她核去的學校較好 J ( IS970329-9 )。而爸

爸也在之後向娟娟勸說: r 還是得到比較適合

你的學校去就墳，才會比較好 J ( IF970330

8 )。

3.生存的空間

爸爸希望娟娟到歐明學校就讀，其想法

是. r 我覺得特殊教育的學校可以教導她一技

之長，會有謀生能力，我覺得她到那邊是比較

有生存的空間 J( IF970330-3 )。姐姐也表示:

「去參觀故明學校，就發現她去那邊可以學著

獨立，然後可以學到比較多以後對她有幫助，

然使就覺得好吧，反正在普通的高中也不是很

好，然後就縛，巴 J ( IS970329-15 )。而毆明設

備好也是爸爸希望娟娟到歐明學校的原因，

「那邊的學校去參觀過，好像那個比較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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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學又有教導的方式器材啊，一些東西都有

存在，比較專業化 J ( IF970330-5 )。娟娟也表

示﹒「我不升學，我只有拿高職那一張畢業証

書，那#.出去工作就會很難找 J ( IG970501

7).因為敢明有提供視障者按摩的職業訓練，

這也是娟娟後來接受到歐明學校的原因之一;

「就走這個走這個(按摩) .就當職業啊，不

然你要再去走別種工作，可是別種工作，別種

工作很難找啊 J ( IG970320- 10 )。姐姐的想法

也呼應;I我們家娟娟，可能是我覺得以後可

能以後也不會走烹飪這一科啊，而且也就是說

也是還好而已，所以說就去學，就是說她更可

以自主的東西啊 J( IS970329-38 )。

4.我做不到

另一個轉學的原因，是娟娟對於未來以餐

飲為生涯發展的擔心。轉學導會議紀錄記載著

華新高職的輔導老師轉述娟娟的話: I 在餐飲

界未來生涯發展不佳 J ( P05 )。娟娟的轉學輔

導申請表 (P06 )的申請原因欄位也寫著: I 因

視降之故，對餐飲料的進路較為擔心」。娟娟

在之前詢問取得內級執照從事相關行業的想法

時即表示餐飲技能並沒有很好: I 問那個(餐

館)喔，外面隨便都嘛好幾家那種東西，問那

個競爭力很大，除非你要有特色。煮得夠好，

有創意才能吸引客人，我做不到 J( IG9704 1O

30 )、其後問娟娟有沒有想要再進一步取得乙

級執照. I 不可能，不可能啦，很困難啦。乙

級喔，你速度要快，而且乙級的東西你要更多

更多」、「乙級真的很難，丙級比較簡單，乙級

就沒有辦法了，乙級就困難了 J ( IG970410

27)。

三、果陀無須等待一舊的橄欖樹，

不會落下新果實

(一)障組就讀

在娟娟有轉學的意願後，娟娟開始進行試

讀甚至降級就讀，為轉學做準備。

I.只有三天

為了解娟娟是否適合轉學到歐明學校就

讀，娟娟到歐明學校試讀三天，然娟娟表示:

「我那時候是試靖最短的，只有三天」

( IG們的01-4 )。而娟娟表示三天試讀時間不

夠的原因: ，.還沒有進入狀況啊...然後你會覺

得什麼都還是很新鮮，然後你的心態都還是處

於那種很興奮的狀況下，你會覺得什麼事都

OK J ( IG970501 . 10 ).更表示應試讀一個月才

能做出正確的決定: ，.等一個月過後，你就會

開始出現一些不一樣的東西，而且一個月體會

比較多啊，也可以多認識一些東西。」、「你就

會慢慢厭倦啦，至I) 時侯你的決定才會是正確

的 J( IG970501·1 1 )。

2.降級

娟娟在華新高職讀至二上結束，接著要進

行高二下的課程。然轉到歐明學校後，則降級

一年，從一年級開始讀起，娟娟說: I 降級再

從一年級下學期開始」、「我二下轉來請這裡的

一下。 J( lG970313-1 )。而降級的原因，身障

生轉學輔導會議記錯著: i 根據 xx 故明學校

的說法，直接轉二下，因為學習時間不夠長，

所以可能只會拿到丙紋的按摩證照，若從一下

言賣起可在二下拿到 l苟級，三下拿到乙級詮照，

課程銜接上也比較順利 J ( P05 )。

(二)弱者中的強者

娟娟從華新高職轉到歐明學校，擁有著較

同儕好的視力及智力，就像擁有豐美的羽毛成

為雞首，而起「弱者中的強者」。

I.他不是正常小孩

本來安置在敢明學校的學生，較一般在外

面就學的弦子，有其差異。由明老師提到:

「從小在這邊長大的小孩子啊，我們這邊還蠻

封閉的啊，聽收音機，可以;上電腦可以，但

是那個知識函，璜度及深度其實差-般學生差

很遠」、「我們在這邊的小子在子，傻傻的，從小

就在這連長大，很單純，店主明學校很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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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的小核子有很多，不管是文化刺激少或

是智力先天本身就不是很好 J (叮970410

12 )。而娟娟對於這些同學的看法是， I 有一些

長得怪怪的，說真的。有一些長得畸型畸型」

(IG970320-37 )。而在有次我與娟娟一起走訪

校園，看到有位同學在教室門前用于拉著鑰匙

頭轉，娟娟經過時順口提到: I 他不是正常小

菇，他腦袋有點問題 J( DI3 )。

2.視力最好、智力最好

而相對於敢明的同學，娟娟的視力及智力

都較班上其它人好。敢明老師說: I 她算是學

校裡面比較強勢的一方，在班上也是，她視力

最好、智力最好 J( IT970501-1 )。

爸爸也提到: r 我覺得她到那邊，我也知

道她到那邊可能會比一般核子更強，因為她只

是也不會說頭腦可能會有問題，然後我有去看

他們的學校喔，那-種的學校好像人都有的頭

腦也都有問題 J ( 1F9703 30-4 )。姐姐也提到:

「她跟我說那裡的人都看不見，那~覺她很優

勢 J ( 1S970329-1 )。

3.輕取第一名

娟娟在華新高職是不愛念書的孩子，到了

歐明學校也是 o 敢明學校的老師說. r 我是覺

得娟娟真的是很懶，她就是不清書，不愛唸

書 J( 叮970501-2 )。而當問娟娟敢明學校的學

習時，娟娟也說 I 不想請書，不認真的話 o

你就來這邊(此明學校)吧 J ( IG970410

60 ) 0 I 在這裡很輕鬆! J 、「每天都很閒」

( IG970313-88 )。雖然娟娟仍不愛唸書，但卻

是班上的第一名。敢明老師提到: I 她一向也

都是班上第一名 J ( 1T970410-1 )、「娟娟你看

我說她不靖書，可是她居然可以在班上很輕易

的就可以拿到第-名 J( 1T970501-3 )。而且還

被班上推選為模範生的侯選人， I 她是棋範生

候選人...她是我們班推出來的人，我們班每一

班都有-個候選人 J( IT970501-4 )。而娟娟在

歐明學校優異的表現，也讓娟娟不同於之前在

華新高職受限於班級的活動範圍，娟娟不僅可

放心的在學校走動，也十分受老師歡迎， w 在

與娟娟一起走校園的時候，娟娟常停下來和遇

見的老師談天，其中有位老師回應: I 有一陣子

沒有看到你，會想你耶 J' 另有一位老師則說:

「棋範生選舉，我有投給你喔! J~( D21 )。

4.啊，你連這個也不知道

娟娟在歐明學校無論是智力或是視力顯現

出其強勢的能力，對於其它能力較弱的同學表

示出鄙視的態度。敢明老師說: I 他們都對這

邊的全盲生有一點鄙視的那種態度會出來 o 從

言談當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因為他們覺得說你

們怎麼可以那麼傻，那麼封閉，很多事都不知

道 J (叮970410-16 ).敢明老師舉例帶著鄙視

意味的言談， I 啊，你連這個也不知道」、

「啊，怎麼這個也不會呢? J ( 1T970410-

21 )。甚至不跟那些視力差的同學打交道， I 她

那時候根本就是很鄙視，她不太跟人家講話

的，就是那些視力比較差的同學打交道，是不

講話 J ( 1T970410-23 )。而對於有些全盲同學

的一些舉動，娟娟也是多所埋怨， I 有些人他

們的手就很喜歡亂挨喔，就明明不是他們的東

西，就走過來，乎這樣摸摸摸摸摸，氣死我

了，我都很想給他說，又不是你的東西，棋什

麼祺啊，奇怪耶，再怎麼摸又不是你的模什

麼，你想知道你也不需要知道，又不是你的，

你知道幹嘛 J ( 1G970320-96 )、「有-些(全

盲)不會跟你講對不起，然後你就很不高興，

然後，心裡的怨恨就來了。對啊，有些喔，全

盲喔，又很喜歡橫街直撞喔，那如果你比較小

隻，就比較倒描，被撞到就會飛出去」

( 1G970501-6 )。

(三)族群與限制

敢明學校仍有一些和娟娟一樣從普通學校

轉來的學生，而且也和娟娟成為好朋友。

1.族群

雖然娟娟對一些全盲或是智力比較低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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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有所鄙視，但和少數從普通學校轉來的學

生，則成為好朋友， r 跟我比較好的有三個，

不是啦，一個、二個，有二個跟我比較好 J'

問及這些要好的朋友的視力狀況，娟娟回答:

「弱視」、「以前也都是讀外面的 J ( IG970320

35 )。歐明老師則是以「族群」來分析娟娟與

其要好的朋友， r 有她的族群，她會特定跟某

一些同學會比較好一點。 J (叮970410-2 ).並

分析這個族群的特徵， r 共同特徵，就是這一

些同學都是從外面轉進來的...基本上都不是在

這連長大的 J ( IT970410-3 )。而進一步問及形

成族群的原因，歐明老師說: r 其實很容易形

成確實是一種﹒就是從外面轉進來的學生喔，

就是會有他們的文化，然後個性，真的很明顯

的可以看，從外面轉進來的學生，跟從小在這

邊長的學生個性不太一樣 J (IT97041 0-4 )。

2.義務幫忙

在歐明學校，娟娟的視力及智力皆較多數

的同學好，就如敢明老師提到娟娟的優勢能力

時說: r 她可以做最多事情 J (叮970501-6 ).

因此歐明老師會盡量教導娟娟去幫助別人，

「盡量讓學生知道說你還有這一種幫助別人的

能力，也是要盡量去幫助弱勢的同學，我覺得

這是一種人性的那個提昇...從教育立場，我們

盡量去培養這種人格J( IT970501-7 )。這也是

當初爸爸希望娟娟轉到歐明學校的想法. r 但

是去到那邊，也可以照顧別人的同學，所以我

覺得她還有能耐去做這個動作 J ( IF970330

6 )。而娟娟自己也明白被期望有義務要多幫助

全盲的同學。「像在這裡，有一些事情，你弱

視你有.fll.務要去幫助全盲...在這裡，有些被幫

助的人，是怎麼講，有一些人，你幫他，他跟

你說謝謝，你會很高興，有一些人你幫他，他

一句話都不會跟你講，你也沒有辦法啊，對

啊，不幫看起來怪可憐的，如果不幫在這個環

境中，說不過去啦 J( IG970410-103) ，雖然如

此，娟娟幫助同學也有所不同， ，.有些事是他

有需要他會主動閉口，你剛好有笠，你還可以

啊，他不會很討人厭，你會很樂意幫他，有些

是需要，又不主動閉口，只會站在那邊，使在

那裡，看了就會很生氣。你自己不主動閉口，

我管你，你自己想辦法 J ( IG97041 0-1 04 )。

3.強者弱者有統一標準，也有不同標準

身為敢明學校強者的娟捐，在學校仍必須

和大多同學一樣，遵守同樣的標準。如學校規

定. r 我們只能在 xx 地區，而且只有三小

時，六日遣一天 J ( IG970320-78 ).而限定假

日外出活動的原因， r 老師是說車子很多會擔

心你們 J ( IG970320-79 )。但當我問到像娟娟

都可以自己坐公車、坐火車回 xx(外縣市)了，

應不需擔心車子過多的問題而無法於假日外

出，而且又被限制在 xx 地區。娟娟表示:

「問題是不能我可以，那其他人怎麼辨，它

(放明學校)不能開例啊 J ( IG970320-80 )。

就放假日外出這點，歐明老師也提到: r 我的

立場其實有時侯是很矛盾啦!他們視力其實很

不錯喔，然後兩個假日通過留在學校... J

( IT970410-29 )。但學校老師則對娟娟在有些

事有不同要求的標準。娟娟抱怨， r 有一些事

情啊，我是覺得說，我是覺得說老師都會拿同

樣標準來要求我，可是相對的我拿同樣標準去

要求別人，老師就會說，人家就沒有你見車明，

人家就多重障礙的那個啊，就人家就沒有你那

麼聰明，反正就我做錯了，老師就會一直唸我

一直唸我...人家 itt錯，我就心理不平衡啊，人

家就可以 J ( IG970320-81 )。

(四)無聊

娟娟在歐明學校的生活，是住在學校，偶

爾六日會放假坐火車回家，相較於在華新高職

求學的日子，其有更多的時間是待在學校，真

正的以校為家。而娟娟談起敢明的生活，表

示: r 生活差不多啦，過久了，就差不多，就

一層不變，就這樣子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或

是新奇的，唉，無聊的人生 J ( IG970320-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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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個案唔談及家庭聯繫紀錄也記載著: '娟

娟表示無聊想回去了 J ( P02 )。而華新高職的

導師也表示: I 娟娟轉到放明學校後，一直有

打電話給她，多次表示很無聊，想轉回華新高

職 J ( 1970627) 。

l 長時間留在教室

在一次我跟娟娟去參觀她的教室，發現每

個同學的座位抽屜都放有各種零食，而娟娟不

僅有零食，還有幾本小說，而座外之外，捐娟

有其專屬的電腦桌及電腦，並有全套的音響設

備 (016 )。當我稱讀著娟娟的設備真好時，

娟娟回著: '因為在學校很無聊 J ( IG970320

60 )。接著又表示， ，在這手里留在教室的時間比

較長 J ( IG970320-104 )。而在有天晚上八點

多，我打手機給娟娟連結訪談事情時，我問娟

娟正在做些什麼?娟娟回答. r 在教室上網啊」

( 0028 )由此可見，娟娟在教室的時間很

長。

2 同學少

而同學少也是造成敢明學校生活無聊的原

因。歐明學校的同班同學人數少， ，我們班男

生只有三個，女生有六個，因為九個人而已」

( IG970320-86 )。娟娟比較著以前華新高職與

現在歐明學校同學的情形，嘆氣說: '因為人

多，一般四十幾個'*九個來比差很多。每天去

找不一樣的人講話，四十幾個，頂多你還可以

三十八天消耗掉，然後如果是九 f函，唉，說來

說去還不是一樣 J ( IG970410-68 )。

3.今天睡了好幾節

對於毆明學校的課程，娟娟說: '有一些

還不錯，有一些 u麻!一些就很無聊，不知道

耶，我精神好的話我就會聽，我精神不好的話

我就會睡覺 J ( IG970320-20 )問娟娟訪談當天

上課的情形，娟娟直接的說: '今天睡了好幾

節。 J ( IG970320-16 )。娟娟也對華新高職的

學習內容和歐明學校做了比較: '外面有些東

西確實比較好啦，而且比較豐富多元」

( IG970313-44 )、「在那邊學絕對比這種多很

多很多很多 J ( IG970410-66 )。而娟娟也提到

在外面的學習是， '可以學得更好、更多，更

完美。 J( IG970313-51 )。當娟娟說上課睡了

好幾節，我問老師的處理情形。娟娟回答:

「我想睡覺就睡覺，除非老師有本事把我叫回

來，把我叫回來」、「覺得通常都沒本事耶」

( IG970320-22 )。關於師資，娟娟比較華新高

職和歐明學校的師資說: '老師很好，然後那

邊的程度比較高啊，所以你學習的東西也會比

較多啊 J( IG970313-111 )。

4.生活圈小

而在我與娟娟一起去參觀其宿舍時，因有

很多同學來圍觀，娟娟提到: '因為這裡很無

聊，只要有人來就會好奇啊，就會過來看」

( 019 )。而在跟隨著歐明老師到教室參考一

些個案資料時，當我問及教室有許多零食，如

地上放有一大包半個人高的蕃薯片，歐明老師

說: '人的生活圈子狹小之後，就會找-些事

情來消磨時間、如吃東西啊... J (叮970501

9 )。而之後，在與娟娟的訪談，因我有帶著歐

明學校斜對面茶店買的珍珠奶茶請捐娟喝，娟

娟提到是不是 'XX 茶店」買的，她說之前她

和同學太常叫外送飲料、炸雞排到學校，現在

學校禁止外送服務入校了 (029 )。這和歐明

老師所提的觀點呼應，生活圈狹小後，學生可

能以「吃東西」作為消磨時間的方式之 4 。關

於這點，讓我想起之前我車禍住院時，因整天

只能躺在病床上無法外出，鄰近床的病人因其

先生在經營珍珠奶茶店，所以我託她先生下午

來探望他太太時，順道幫我帶珍珠奶茶。那時

早上起來就開始盼望珍珠奶茶的心情，那種無

聊的住院生活盼望著珍珠奶茶的救贖'到現在

還深深的印在腦海裡 (030 )。

5.一切要照時間走，不能想說要幹嘛

娟娟說著敢明學校的作息， ，通常回到宿

舍﹒就四點過後放學，去收個衣服，準備 i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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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然後，然後六點下來吃飯，然後吃完飯就

跑到教室去啦，不然就是四點多如果沒有回去

宿舍洗澡，大家就會就吃完的話，那就是六點

多吃完飯後，再去宿舍洗澡，那七點多再來自免

自習;七點四十日免自習走到兩節，然後途中有

個五分鐘的T諜，然後走到九點多」﹒娟娟講

了講，停頓一下，繼續說: 1 忘記走到九點幾

分，走到九點錢分我忘了，我沒有在看時間

耶 J ( 10970320-29 ).對於放明學校的作息，

表示「就跟著大家的作息 J ( 10970320·31 ).

「你一切要照時間走啊，你不能想說要幹嘛」

(10970313-107 )。

6.在這裡都出不去咧

在訪問過程中，娟娟多次提到學校假日請

假的事情， 1 下午兩點到下午五點，只能六日

選其中一天在 xx 地區開晃 J ( 109703 日，

100) 、「反正你五點就是要回來，不管你遲

到，你就被禁假了，就不能出去了」

(10970313-102 )，也提到限縮假日的情形，

「以前也可以就早上九還是八點就到晚上八九

點，八九點以前有這種假下去請去 xx (鄰近

縣市)逛逛啊!這種假也沒有了 J ( 10970313

103)問限縮假日的原因，娟娟表示: 1 老師說

外面車車很多，然後就覺得覺得好像很麻煩就

什麼的。 J( 10970313-105) 。說著說著，娟娟

無奈的表示:'我就不能出去玩啦，現在我就

變得更無聊了」、「以前比較自由啊，出去玩

啊，在這裡都出不去咧 J ( 10970313-98 )。

四、回首、前行

(一)不捕的印記

在歷經華新高職一年半的求學日子，至今

也已在歐明學校就讀一年多了，回首這段路的

點滴，有否定、有肯定...

I.浪費

爸爸對於娟娟先在華新中學讀到二上結

束，後來轉到歐明學校，又降級從一下開始

讀，則覺得是浪費娟娟的時間。「我覺得是浪

費，是因為說你在那邊整個你的潛力啦，我的

成覺就是浪費這個問題喔。月一個時間，一天

有二十四小時，你二十四個小時在做什麼，你

是在那邊發呆，還是在學你可以學以致用的東

西，我的成覺是說那是浪費她的時間， ..，你不

早去靖那個學校，來浪費一年的時間，那麼有

時效，要不然你一年你就可以去這個學校還是

從一年級開始就讀。麻!就浪費一年了嘛，還要

重新那是在浪費時間...我覺得也是浪費，浪費

她的時間 J ( IF970330-24 )。同時也覺得娟娟

在華新高職就讀也是在浪費華新高職的資源成

本， I 假如說她要讀普通班，所以可能是說學

校方面或是怎麼樣，還要照顧她會贊成本，所

以資源上會比較浪費啦，所以至 IJ 高中(華新高

職)他們就說，唉，你還是去專業學校，不要

在這邊浪費大家的資源，而我覺得這樣子是正

確的 J ( IF970330-27 )。

2.變得獨立

而姐姐對於轉學後娟娟的改變持正面的態

度， I 改變喔，第一個坐車就很獨立了回麻，然

後，然後後來又學會四處高 L玩，說要去 xx

玩，又要去哪玩，又要去哪玩，還說自己跑去

哪裡買了什麼什麼?她自己會坐車然後先去家

樂福買了什麼什麼然後帶進去，然後進去胖很

多，進去胖很多」、「她就整個很獨立」

( IS970329-36 ) ;相較於就讀華新高職的情

形.'就是她通常出去她都是跟固定幾個朋友

出去嘛!其它時間都是在家中里，也不會去家中里

附近玩什麼 J ( IS970329-37 )。而當初因擔心

進入歐明學校讓娟娟受到負面影響的姐姐也提

到: 1 現在就是好像還不錯 ， !j也就學著獨立，

什麼事都可以自己來，不用人家幫忙，以後對

她比較有幫助。對，覺得不要太去在意學校的

那個文憑的話說還好 J ( IS970329-45 )。

3.我還是會來這裡

訪談的最後階段，我問娟娟在歷經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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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環境就學，若重新選擇，其是否還是

會選擇轉學。娟娟說，「如果當初待得下去，

就不用轉出來了 J' 又補充說: r 那時候(在華

新高職)如果我不升學，我只有拿高職那一張

畢業証書，而我的一技之長又沒有非常好，那

我出去工作就會很難找，所以我還是會來這

邊 J ( IG97050 卜 18 )。

(二)另一段長脂

再一年多即將步入社會的娟娟，對未來，

她說: r 有憧憬，有恐懼 J '接著說: r 其實也沒

什麼好憧憬，恐懼占比較多 J (IG們的01-23 )。

l.做按摩

提到對就業的想法，娟娟說: r 做按摩，巴」

( IG970320-6 )。姐姐提到娟娟畢業後的就業

打算，也說: r 她想著就學校的安排就是去從

事按摩業，因為她現在在學這個嘛!所以她希

望學校安排主也可以做，從事按摩業」

( IS970329-4 )。敢明老師也提到娟娟畢業後

想從事按摩的情形. r 我看她也不見得是有多

大的興趣啦!但是我覺得去也是隨遇而安的啦!

因為她在別的學校，革新的時候她是唸別的科

啊，她已經嘗試過別的課她行不過了，所以她

可能有點認命那她就來做按摩好了」

( IT970410-32 )。娟娟雖提到對成人的憧憬:

「憧憬是長大了，工作了 J (IG們的01-20 )、

但也提到對從事按摩業的恐懼: r和客人就會

有一些摩擦糾紛」、「如果有時候遇到不知道怎

麼處理?就會很鬱卒 J CIG970501-27) 。

2.跟同一種額的人比較好相處

問娟娟是想到一般人開的按摩院還是視障

者開的按摩院去工作，娟娟毫不遲疑的說:

「視陣者闊的吧!因為跟同一種類的人比較好

相處 J( IG970501-29 )。而姐姐也說: r 不可能

在人家正常的工作環境下上下班，不可能，因

為一定會被貼標籤的 J ( IS970329-49 )。

3跟著說過一輩子吧

雖然姐姐認為娟娟到歐明學校，變得獨

立，但姐姐仍說: r 反正我已經認定說她以後

應諾是要跟著找過一輩子。巴 J ( IS970329

50 )。而姐姐也提到對娟娟想法: r 我覺得她可

能也沒有辦法跟正常的人一樣去做什麼」

( IS970329 -51 )。

足跡一回顧與省思、

娟娟一路從華新高職到特殊學校，在自我

概念、同儕地位、教師對娟娟的概念、社會參

與度等各方面，有著不同的變化。從表(一)

中可以發現，娟娟就讀的於同儕大多為普通學

生的「融合」教育環境，娟娟的自我概念、同

儕地位、教師對娟娟的能力評估、校圖活動能

力及社會參與度等各方面顯得低落;然當娟娟

轉到同儕大多是身心障礙學生「隔離」的教育

環境，在各面向的能力反而提昇'一如表一。

這樣的情形，一如 Vygotsky (谷瑞勉，

1999)所言，人顯自出生，就生長在一個屬於

人的社會;社會中的一切，也影響正在成長中

的兒童;個體在認知發展上，由外蝶而內發，

漸漸成為一個符合社會文化要求的成員。在華

新高職時，相較於明眼同儕，是為「弱者 J '

而娟娟亦視自己為「障礙者 J '教師對其能力

也評定為低弱的，這也使得娟娟在校園的活動

能力與社會的參與度都是受限的。這樣的情

形，更印証 Vygotsky ( 1978 )所言， r使兒童

發展更加衰弱、惡化的原因，並不是原先的缺

陷，而是這樣的缺陷，如何影響它參與社會文

化活動的方式。 J (引自谷瑞勉， 1999 '

p.146 )。



表一 娟揭從前二志願普通高職轉安置到特殊學校各面向變化情彤

說明 華新高職 面向 敢明學校

認為自己是障礙 障礙者 自我概念 一般人

者，不能去跟正常

人相比

限於班級及廁所 校園活動能力 自由走動於校園 廣泛的在全校走

動，並和多位老師

有熱烈的互動

參與度較低 社會參與度 參與度較高 自己跨縣市坐火

車、去購物中心

教師對娟娟的評估 能力高

· 40 .

大多同學都是要再

升學，功課成績遠

優於娟捐，自己也

覺得矮人家一截

預設娟娟視力不

佳，學習烹飪可能

會受傷; 成績跟

不上，不適合繼續

在華新高職就讀

通常活動範團以待

在班級或是廁所，

多是在班級附近晃

一晃，不會跑太遠

待在家裡，不會去

家裡附近玩

弱者

能力低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同儕地位 強者

說明

認為同學長得畸

型、不是正常小

孩，腦袋有點問

題。相對突顯娟娟

界定自己為正常小

孩

娟娟的視力及智力

明顯優於全盲、多

重障礙的同學，為

班上第一名，更是

模範生代表

認為捐娟智力好、

視力好，可以做很

多事

然娟娟對於界定自己是「障礙者」或是

「一般人」即是隨著所處的社會而改變。當娟

娟之後轉學到歐明學校時，相對全盲、甚至是

多重障蜓的同學，因視力、智力顯得優勢，捐

娟反而以「一般人」自居時，不僅能在校園中

自由的走動，與別班同學甚至是沒有任教的老

師能自由愉悅的交談，並也積極參與社會活

動，諸如自己坐火車到外縣市、獨自到大賣場

購物等。在從華新高職轉安置到特殊學校的過

程，娟娟自我概念由「障礙者」轉而成為「一

般人 J '其校園活動與社會參與也從本來的

「受限」轉趨「自由積極 J '這情形一如楊振

陸於 1985 年的研究結果，視覺障礙學生自我

概念與人際關係有顯著的正相關(楊振隆，

1985 )。

然隨著娟捐所處的學校及同儕的不同，娟

娟在障礙者與一般人的角色中擺盪，到底娟娟

是「障礙者」還是「一般人 J ?一如譚光鼎、

鄭文鵬 (2007 )所提，試想如果一個用有聲語

言溝通的人，進入一個全部仰賴手語溝通的國

家裡'那麼究竟誰才算是有障礙的人?

從捐娟對自己從「障礙者」轉變而為「一

般人」的概念，呼應 Tregaskis (2004) 所提倡

「障礙的社會模式 J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而 Oliver (2004, p.20) 亦認為障礙

不全是因個人損傷所造成的功能限制，而主張

應把焦點轉移到影響個體被判定為障礙的環

境、文化等因素。而「障礙」的形成，更是與

所處的環境、文化互動而產生的。

然現在對於特殊教育的安置，仍是採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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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為個人損傷的觀點，如高中職特教班以招收

輕度障礙?為主，而特殊學校則是招收重度、多

重障礙學生為主。「障礙」是固定的，是被診

斷的，是不壁的。這些政策的制定，與融合教

育的理念背道而馳，而且也完全忽略教育的功

效，身心障礙學生不僅被標記為有別於一般

人，還更進一步被標記為「障礙程度 J .學

生，不僅只是二分為普通與障礙，更被細分為

多重的等級，在要求普通班大力提倡接納身心

障礙學生的同時，特教班卻不容接納重度障礙

者，就好比普通班拒絕身心障礙學生般，這就

如Lloyd (2008) 為文的標題: Removing bar

riers to achievement: A strategy for inclusion or

exclusion? 其文中顯示雖然特殊教育政策強調

融合教育的理念，但僅是以儘可能的安置在一

般環境為主，並以補救殘缺的方法提供身心障

礙學生教育服藹，如此仍難以確保身心障礙學

生能獲得真正公平的教育;而相關的鑑定、安

置等高自合教育的政策亦未能真正幫助身心障礙

學生邁向矗合，獲致成功的學習經驗，反而可

能只是讓身心障礙學生接受到不適當的教育，

並受到一般同儕的排擠。

從娟娟一路從融合逆走回隔離的歷程，另

也可以發現「標記」的影響、「個別化教育理

想的落實」情形及對「學校的融合=社會的融

合」理念的省思，探討如下。

一、請給我玫瑰，不要只給我刺棘

長久以來，標記作用及其對特殊兒童的影

響，是近二十多年來，學者熱衷討論的主題

(胡永崇， 1993) 。而依楊坤堂 (2003 )以生

態觀把經驗組成五種體系，包括有機體(個體

乃心理與生物的實存)、微體系(例如:日常

生活中的各項情境與關係，像家庭、學校和同

儕團體)、中體系(微體系間的關係，例如，

學校與家庭之間)、外體系(個體未參與，但

卻能影響個體的體系，例如政府、學校) ，以

及大體系(引導社會的價值觀、制度、意識型

態和社會政策)。可以發現標記作用在不同的

體系對學生有不同的影響。當娟娟成為華新高

職的學生時，雖然在外體系沒有受到標籤(特

殊學校)的影響，但在微體系仍受到影響。身

心障礙手冊的標籤效應使得娟娟還未入學前，

就「刻板」的被認為視力差，不適合讀餐飲

科，完全不考慮娟娟只是輕度的視障，也能和

一般人一樣看小說、上網。這正反映

Mandell 、 Davis 、 Bevans 和 Guevara (2008)

所言特殊教育的類別會產生烙印和負面的結

果。另標記作用在外體系的部份則影響姐姐對

娟娟的看法。姐姐當初擔心娟捐轉到特殊學校

可能會因此被貼上「你是有問題」的負面標

記，然姐姐這樣的預期心理，在娟娟轉到特殊

學校後，即使變得更為獨立，但姐姐反而從原

本認為娟娟可以和一般人做許多事，到後來認

為娟娟不能跟一般人做一樣的事，更宜說:

「不可能在人家正常的工作環境下上下班，不

可能，因為一定會被貼標籤的J ( IS970329

49 )，應驗特殊學校就讀所產生的標記效應。

然特殊教育標籤的作用，也不完全是負

面，如可增進社會對特殊學生的重視及其異常

行為的容受與協助(胡永崇， 1993) ，一如華

新高職的老師有「特別交待」使得同學對娟娟

能友善的對待。

標記作用並非固定不變的，胡永崇

( 1993) 即指出標記名詞是否會對特殊兒童造

成某一特定的影響，其中尚有一些中介因素存

在，這些中介因素與標記的交互作用，方能決

定標記名詞的影響作用。而 McMillan

(2008)在'Challenging behaviOl汀， label leads to

victimisation. 一文中即提到由皇家大學精神病

學家所舉辦的研討會議明白指出若缺乏適當的

服務以回應孩子的需求，孩子本身的威脅性行

為會產生更嚴重烙印的效果，也會對孩子造成

更多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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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對特殊學生的影響，就像是玫瑰與刺

棘，有正面也有負面。而要對標記完全予以捨

棄似乎不太可能(胡永崇， 1993) 。與其努力

去掉荊棘，不如同時給予「玫瑰 J '一如胡永

崇( 1993)所建議的，即使給予標記，若能配

合有效的輔導措施或是教育情境的配合，則標

記的負面影響將可降低。

二、主流的邊緣人

在華新高職，一開始以娟娟的視覺障礙為

由，認為不適合就讀餐飲科，爾後娟娟雖不是

因為視力受限而無法學習餐飲技能，甚至取得

中餐內級的執照，但最後仍以學科成績未達及

格標準'無法取得畢業証書而轉學。回顧娟娟

整個在華新高職就學的日子，曾試著與學姐套

交情以期能幫她在老師面前美言幾句、調適自

己的個性與表達意見的方式以讓人接受、學科

被當掉後也參加補修期能取得學分，但最後仍

無法順利在華新高職讀到畢業，最後只能選擇

離開 o 整個過程，就如譚光鼎、鄭文鵬

(2007 )所批判的教育並不完全是協助個人成

長的社會制度，反倒像是一個篩子，只挑選符

合社會主流文化條件的學生。

長久以來，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一直

強調重視個別化，尊重學生的個別發展。但從

娟娟在華新高職所歷經的就讀經驗，仍存著

「少數服從多數」的大量化式的教育思維，人

多才是主流。王振德( 1985 )即指出傳統的班

級教學，本諸「大量教育 J (mass education)

的原則，而忽略個別差異與需求 o 因此，即使

華新高職有針對娟娟的個別性做一些調整，終

究也是為讓娟娟達到「主流」的標準，如降低

及格標準，或是把座位調到最前面以能抄到黑

板 o 然即使如此，娟娟仍無法及格、娟娟還是

看不清楚黑板的字，最後的結果是:學校已降

低及格標準'仍達不到，問題就轉而為學生的

責任，只好請學生轉學;而座位已調到最前面

了，還是看不到，那老師就生氣了。

娟娟的學習情形，呼應 Gillen (2002)

在'Can mainstream schools cope with children

who have special n自由，一文中指出，雖然有許

多特殊需求的學生進到主流的學校，但有許多

的特殊需求學生面臨許多的阻礙，而且常被排

除於某些課程和社交活動中。在這樣的情形，

一如唐榮昌 (2007 )所言，只是落入物理統合

的弊病，只是讓特殊學生有機會來普通班與普

通學生坐在一起。然普通學校並未真正去體察

娟娟的需求，只是以主流的價值觀，制定遊戲

規則，娟娟想留下，就只能照著規則走。娟娟

在華新高職的求學歷程，實離祖合教育的理想

仍有段遙遣的距離一磁合教育最主要的倫理觀

即是個體應能有尊嚴的接受各種教育安排，且

公平地融合於普通教育主流裡;個體不必被動

的去改變，以符合學校或機構所設的標準，而

是機構必須改變，以接納個體的各種需求(吳

昆壽， 1998) 。

不只是在華新高職，娟娟在歐明學校也處

於「主流的邊緣人」的角色，娟娟因視力、智

力較同儕優勢雖以強者的姿態為開始，然入學

後則仍得以弱者的姿態配合學校的規定，如限

制在周末日僅能有三小時自由時問的規定，理

由是路上車子多，卻無視娟娟都能自己獨立坐

火車到幾個縣市之外的家，其行動能力遠高於

同儕。

然娟娟並沒有因身在講求個別化的特殊教

育教育環境使其個別性得以受到重視，最後仍

得照著「主流」走。這與本己昭安於 2005 年探

討視障教育情形相符，發現即使在特殊學校，

個案輔導的滿意度仍低，個別化輔導亦未能落

實(把昭安， 2005 )。特殊教育是服務，而不

是指安置的地點 (Special education is a ser

vice,not a place.) 。雖然身處於特殊學校，卻無

得到適性的教育服務，特殊教育為能落實個別

化教育、適性教育的理想，師生比這大於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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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若仍採取與一般學校「大量化」、「一致

性」的教育服務模式，只會使得個別化淪為口

號，也難以提高特殊教育的受教品質。

三、「融合」教育環境與「隔離」

教育環境

「回歸主流」、「融合教育」等的理念主

要著眼於特殊需求學生離開學校後，最終還是

要回到社會，因此主張從就學時期起，就應盡

可能的和普通學生在一起就學與互動，以增進

日後社會適應能力。然一如圖一所述階梯式服

務模式，係以量化的角度，並以障礙與普通學

生之間的界定是「固定」的觀點一無論在任何

教育環境，某一些學生就是被定位「障礙學

生 J 如此才得以用身心障礙學生的人數與普

通學生的人數來作為評析環境的融合的程度，

當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愈多即是愈隔離的環境。

這樣的觀點其並未考量到「障礙」的形成，其

實是與所處的環境、文化互動而產生的。

另更進一步的探討，階梯式的服務模式，

其祖合與隔離的區分，也僅是以外體系起考

量，即以整個學校來分析，並未能深入考量實

際安置在班級中的個體層面及與同儕互動閩中

體系的層面。就如文中娟娟所經歷的求學經

驗，當娟娟身處於全校大多為一般同儕的華新

高職時，卻只敢限於自己的班級及廁所聞移

動，其亦可視為「隔離」在某一個班級內。因

此，在考量障礙學生安置環境，不能僅以普通

學生與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多寡為考量，就認定

普通學校即為矗合的教育環境，宜更深入了解

影響矗合教育成效的重要因素，諸如各學校的

辦學特色、學校風氣、師生人數、甚至是老師

接觸障礙學生經驗等。如此將障礙學生安置在

具備理想融合教育條件的環境，學生也才能獲

致良好的學習成效。

四、同學#賣場人員

一如楊國樞( 1992) 將人際關係依其親疏

程度區分為三大額，亦即家人關係、熟人關係

與生人關(系。可以發現娟娟與熟人(如:同

學、同事的關係)關係的發展不同於與生人關

係(如:與賣場人員的關係)。

在熟人關係方面，娟娟是從親近到這離

娟娟從本來喜歡與普通同儕做同學，堅持讀華

新高職，到後來表示就業後，要到視障者開的

店從事按摩，理由是「跟同一種人比較好相

處」。反之，在生人關係方面，則是從少接近

到樂於接近一從本來 I...待在家裡'也不會去

家裡附近玩 J (IS970329-37) 到「四處亂玩﹒

她自己會坐車然後先去家樂福買了什麼... J

( IS970329-36) 。

進一步分析這樣不同的關係發展，可以發

現關係不同其互動的法則也不同。一直日黃光國

(2003 )將互動的法則分為三種:分別為需求

法則 (need rule) 、公平法則 (equality rule)

及人情法則 (favor rule) 。在同儕、同事的部

份，是以人情法則，即是「受恩回報」的原

則，當娟娟在華新高職與明眼同學相處時，其

常需要明眼同學的幫助，也就是常處於「欠人

情」的狀態，加上娟娟在學業方面的表現亦不

如同學，這使得娟娟與同學的地位因而不相對

稱，一如娟娟所言「矮人家一截」。然不同於

與同學相處時的「人情法貝IJ J '生人關{系，如

娟娟與大賣場販售人員的關係，是以公平法

則，此一關係之建立乃以它為獲取其他目標的

a種工具，如以金錢獲取商品，其關係是短暫

的。娟娟只要遵循著公平法則，如以正確的金

錢數，適當的交易方式，進行買賣，即與一般

人無異，能參與許多的社會活動。

在上述的情形下，可以發現娟娟雖在社會

參與能力增加，樂於到賣場購物等，然在日後

職場同事的選擇，以與「同一額的人比較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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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為由，偏向選擇視覺障礙者開的按摩店主主

考量。然現行融合教育理念的思考點，是以學

校是社會的縮影，學校存在的熟人關係'推及

到社會泛泛存在的生人關係，然從研究中可以

獲知熟人關係與生人關係的發展未必一致，在

學校的同儕關係更非等同於融入社會的生人關

係，其不同關係發展所需的能力與環境也有所

不同。因此，在障礙學生的人際關係輔導上，

可採「跨人 J (如:同學談天技能;與賣場人

員詢價技能)、跨事(如:同學間的分工合作

成打掃工作;與賣場人員的適討退換貨事宜)

及「跨地 J (如:學校教室情境、賣場店家)

等多元的學習內容，才能全面性提昇學生的人

際互動能力，日後也才能成功的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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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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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urse of school

ing of a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 who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general academic pro

gram of a second-choic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to a school for special education. The

study aims at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n the student of making this change from an en

vironment of "inclusive education" (th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to one of “ separation" or

“separate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the researcher analyzed:

(I) The impact of this particular change in learning environment on the student's self

concept, peer status and social engagement; (2) the different impacts, due to different sys

terns, of signal functions on the student; (3) the models of “quantification" and “unity"

used by schools to judge whether students meet certain “mainstream" standards; (4) the

ladder framework used to classif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as "separation"-based or

“ inclusion"-based. The study found that (I) Physically challenged students are perceived

as an “marginal people" once outside the mainstream, whether they are in general schools

or in special schools; and (2) classification via the above models analyzes the school as a

whole yet ignores many qualities of a student as an individual and as seen in peer interac

t lOns.

Keywords: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inclusive education, separate education, quantifi

cation and unity models, mainstream standards, margin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