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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及社區本位模式在資源班智能
障礙類特殊需求課程建構之研究

摘　要

本校位於高雄市，屬中型規模學校，102 至 104 學年度經鑑定安置於資源班

之輕度與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為 13 至 16 人之間，約佔資源班學生數 3 成。本研究

採用行動研究法，以 102 學年度資源班實施之特殊需求領域 - 生活管理課程為基

礎，結合學校及社區資源重新架構資源班生活管理課程。本文從凝聚共識、探討

特殊需求課程執行現況、確認改善目標、分析及開發學校與社區資源、連結課程

與資源產生新課程架構、執行課程的成效、檢討省思、循環修正與再執行等面向，

呈現滾動式行動研究歷程與成果。本研究自 102 至 104 學年度間，共計實施 3 個

學年度的循環調整，逐步調整與建置新型態之統整課程。研究發現經調整後的課

程能有效讓智能障礙學生將所學的知識技能實際應用於學校、家庭及社區場域，

除增進學習動機及自我效能感，亦增加對課程學習的期待。在初步建構課程方案

後，持續檢視實施成效並進行滾動式調整使課程更加豐富完善，並建置資源班內

部網路平台分享教學成果，引發更多課程連結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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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九年一貫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 ( 陳
伯璋，2001)，藉教師專業對能力指標的詮

釋，重新賦予在課程設計與實施的專業自主

權。劉祐彰、王全興 (2012) 提到學校本位課

程可依學習領域特性和學生身心發展，提供

適合學生能力差異的學習機會。2008 年公布

試行之特殊教育課程總綱強調以學生能力、

社區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適合身心障礙學生

學習的課程。故普通及特殊教育皆期待破除

傳統制式化刻板課程，藉著課程鬆綁方式，

由教師專業考量學生能力與需求設計適性教

學內容。

智能障礙學生由於智力的限制，導致身

心發展明顯落後一般同齡學生。國中輕度智

能障礙學生以安置普通班為原則，部分時間

至資源班學習功能性及特殊需求課程，但仍

有半數以上時間在普通班與一般同儕相處，

且在班上表現總是敬陪末座，長期以來普遍

顯現出低自尊、低自我效能、低歸屬感等三

低的現象，故增強學習與成就動機並降低習

得無助感，提供有效課程使智能障礙學生能

將所學立即應用在學校、社區及家庭生活中，

應為課程設計重點。張美華、簡瑞良 (2009)
提到智能障礙學生課程應符合生活經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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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目標以提升生活適應及獨立能力為主。陳

勇祥 (2014) 提到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學校本位

特色，將學生推及社區，達成身心障礙學生

人際互動之目的，找到學習樂趣並保持高度

學習動機。若能以學生需求為主體，透過學

校課程建構符合學生「帶得走的能力」，結

合社區資源強調學習即生活的理念，應能有

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並養成必要的生活技

能與獨立自主能力。本文以行動研究法，呈

現在運用學校及社區本位課程模式檢視與調

整本校現行特殊需求領域之生活管理課程之

歷程。

貳、文獻探討

智能障礙學生基本能力培養應以學生日

常經驗出發，依學生年齡與能力的差異，由

低至高逐步調整課程層次，漸進達成各項能

力指標 ( 教育部優質特教發展網絡系統暨教學

支援平台，2015)，國民教育階段特教新課綱

取代過去的課程標準讓教師透過專業解讀，

規劃適合學生的學習課程，故國中教師應以

學生能力、學校及社區本位建構資源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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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本位模式在資源班課程建構可

能性

學校本位課程是「由下而上」的課程建

構模式 ( 游振鵬、陳寶山、王逸慧，2011)，
課程設計與實施應視各校需求及社區情境脈

絡特性，規劃具在地特色之教學活動 ( 洪啟

昌，2006)，延伸教學場域規劃校外學習課

程，將活動與教學結合形成學習機制 ( 林錫

恩、范熾文，2006)。實施學校本位課程時遭

遇的問題包含教師態度、行政支援、責任分

擔、課發會運作、學校生態、教育政策、課

程評鑑、升學壓力等因素影響 ( 甄曉蘭、鍾

靜，2002)，而國中資源班在建構智能障礙類

課程時，可能因教師對課程改革共識不足、

支援不足、連結學校及社區活動或資源的課

程推展不易等因素，影響教師的意願。另一

方面，資源班教師人數較少亦可能是較易促

成共識的契機。外在資源與課程連結性可採

階段性發展，透過逐年成果展現引發課程調

整動機。目前資源班課程計畫應經學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審查，並納入學校課程總體計畫

內，故可視特殊教育課程為學校課程的一環，

兼採教師專業自主之由下而上的課程發展模

式，並結合學校特色與社區資源建構出學校

及社區本位課程，更可將教室學習延伸至學

校與社區。

二、�社區本位模式在資源班課程建構可

能性

教育部 (2010) 頒布《特殊教育課程教材

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提到教材編選應

依學生特質與需求，結合學校特性及社區生

態，運用教學設備、科技資訊及社區教學資

源，啟發學生多元潛能，陳靜江 (1997) 提到

智能障礙學生的課程教學，應考量未來生活

環境及符合年齡所需之生活技能為主，陳勇

祥 (2014) 指出結合學科與社區資源，透過直

接觀察而獲得經驗，幫助學生了解自己成長

環境與文化特色，培養學生觀察與探究的能

力；Pedersen、Meyer 和 Hargrave(2015) 提到

透過社區服務學習，除能促使學生能力發展

外，亦能與社區建立關係與連結。故資源班

教師應分析學校與社區資源與活動，統整性

建構特殊需求課程，讓學生在教室學習後參

與學校及社區活動。此外，在實施社區活動

時，學生必須與社區中的群眾互動，藉現場

狀況培養學生獨立表達、尋求協助、問題解

決與人際互動等能力，延伸課程以外的技能

與情意學習 ( 陳勇祥，2014)，故資源班在建

構與調整課程時，應充分考量可供課程連結

之學校及社區的資源與活動。

三、�資源班實施統整性課程的可行性與

困境

教師規劃課程時應以培養生活中問題解

決能力為考量，透過跨學科的學習目標與教學

活動融入課程，重視學習內容與生活經驗連結

(Drake, 1993)。李佳宜 (2012) 指出透過情境分

析有助發展以學生為主體，符合學生能力及

需求的課程，建議成立社群提升教師專業素

養及課程設計能力。但統整性課程實施的複

雜性難以控制，應關注教師運作課程和學生

經驗間的落差及協同夥伴的支援，故在建構

調整課程時應先就現行課程的連結性，進行

檢討並結合學校特色與社區資源及活動形成

統整性課程，使學生在課堂學習知識技能後，

將所學在社區進行實際演練 (Allen, Wallace, 
Greene, Bowen, & Burke, 2010)，充分考量社

區教學活動的安全性及資源運用 ( 李佳宜，

2012；蘇荷婷，2007；黎秀娟，2007；甄曉蘭、

鍾靜，2002；Kim & Dymond, 2010)。

參、研究方法

行動研究是以解決或改善實務現場運

作問題為目的，有效提供決策資訊及重視即

時性應用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可視為專業人

員自我學習的研究型態 ( 王文科、王智弘，

2009；Wiserma & Jurs, 2005；McMill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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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macher, 2006)。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呈

現從凝聚共識，課程架構調整、實施歷程與

困難、檢討省思、修正架構與再執行等循環

歷程，逐步形成穩定之跨學科、學校與社區

本位的特殊需求課程。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 2015 年公告試行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大綱

總綱，特殊需求領域 - 生活管理課程能力指標

及資源班現行生活管理課程架構為依據，分析

現行課程實施的困境，評析問題與改革目標，

以具體行動與行動後的省思，透過逐步調整行

程循環修正的歷程，直到課程達到穩定為止。

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二、研究參與者

本方案以資源班實際任教智能障礙學生

生活管理課程的兩位教師組成研究團隊，以

102 至 104 學年度經高雄市鑑輔會核定之智能

障礙學生為研究對象，並以特殊需求課程中

的生活管理課程為研究主體，進行國中三年

生活管理課程架構的調整與修正。

分析實務困境

確認問題 / 目標

檢討執行成效

檢討省思與修正

1. 資源班現行生活管理課程架構。

2. 特殊教育新課程綱要的啟發。

3.  智能障礙學生生活能力需求評估生

活管理課程與學科連結性。

1. 生活能力需求與課程現況。

2. 學校與社區資源的分析與開發。

3. 強化學校與社區資源與課程的連結。

4. 強化調整後的課程架構與學科連結。

1. 確認特殊需求領域生活管理課程。

2. 執行特殊需求領域生活管理課程。

3. 例行性的課程評量與成效評估。

4. 資源班、普通班及家長的回饋。

1.  保留執行成效較好的課程。

2. 透過省思檢討增訂與修正部分課程。

3. 系統性收集與展現執行成果。

循
　
環
　
修
　
正

圖 1　行動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工具

本方案於 102 至 104 學年度實施，依據

資料收集目的，設計研討紀錄表及資源分析

與活動連結表為研究工具進行資料收集，呈

現行動研究中的滾動式變化歷程。

四、資料收集方法與質性資料編碼

本研究記錄研究歷程中各項會議研討與

日常談話的討論過程，以電腦打字書面建檔，

包括現行課程方案檢視討論、課間談話、學

校與社區資源討論、課程與相關活動與資源

的連結性討論、學校 / 社區資源與活動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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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調整對照的研討、執行成效檢討與省思、

相關人員談話記錄 ( 普通班教師及家長 ) 等，

此外，各項會議所使用的書面資料亦為資料

收集的範疇。研究期間，以軼事紀錄法記載

與普通班導師、學生家長及資源班教師間談

話內容，並以 ( 對象、日期、場域或方式 ) 為
格式紀錄談話內容。

肆、研究過程

行動研究期程可分為初始調整期、執行

突破期及穩定成熟期等階段。分項說明如下：

一、初始調整期

教師們對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成效、普

通班適應、畢業後高職適應情況等進行討論，

發現目前實施的學科及生活管理課程，雖能

提升基礎學業表現，但智能障礙學生所習得

的知識技能是否能類化運用在班級、校園、

家庭及社區中，並增進獨立生活及適應的目

標 ( 張美華、簡瑞良，2009) 則有待商榷。具

體作法與經驗說明如下：

（一）確認課程改革的重點與方向

教師們在學生學習現況與教學經驗的討

論中，發現資源班現行部分融入生活經驗的

課程頗具成效，學生學習動機較高，並能將

所學即時應用於生活之中，故引發教師對智

能障礙課程重新架構的動機。課程改善重點

在於分析校內及社區可用資源，結合資源班

現行課程，形成系統性之智能障礙類生活管

理課程。

（二） 分析資源班現行生活管理課程適切性

初步探討資源班現行生活管理課程的執

行成效，如表 1 所示，保留執行成效較好的

課程，並新增連結學校及社區資源與活動的

課程，重新架構後的課程採用橫向分析探討

學科間的連結，再應用縱向分析探討課程連

續性，以進一步提升課程統整性。

表 1　國中資源班智能障礙組三年生活管理課程內容

教育階段 課程主軸 課程內容

國一階段 學校適應、生活能力

　自我保護、人際互動

聊天互動技巧、受歡迎的人、學校定向、自我肯定、

青春期、網路社群規範、用餐禮儀、餐後整理、簡

易烹調技巧 ( 製作早餐 )、餐食選擇 ( 搭配、營養 )、
傷害防護、看診就醫等

國二階段 職業試探、社區使用 社區使用：大眾交通工具、賣場、便利商店、戶政事

務所等

職業試探：裝配、園藝、餐飲、烘焙等

國三階段 職業教育、能力統整 聰明購物、社區小畢旅、我是總鋪師、高職特教班應

試技巧、社區主題活動、產業參訪 ( 觀光工廠 ) 等

（三）建構校內外資源與課程的連結

研究團隊分析學校及社區中可供連結的

活動及資源如表 2 所示。

1. 校內活動的連結

校內活動包括校慶園遊會及相關主題課

程等，例如資源班可利用學校年度校慶園遊

會活動前後，在語文課程融入看板海報製作、

銷售技巧應對與表達，數學課程融入金錢點

數、購物及找零金額計算、成本與收益計算

等；生活管理課程則融入服務態度、商品製

作技巧及職業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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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外活動連結資源與應用

校外活動包括特奧運動、社區小畢旅、

大眾交通工具使用、社區購物教學、社區設

施參訪等，例如：資源班利用生活管理課程

教導學生認識特奧運動項目，利用學期與寒

暑期課後時間，訓練體適能與運動技能並參

與年度特奧各級賽事，藉由參賽過程訓練學

生交通能力、社區設施使用能力、參賽禮儀

等統整性能力提升自我效能感；此外，國三

辦理社區小畢旅活動，結合國中三年所學成

果，從活動時間、地點、交通、用餐、費用

預算、時間安排等規劃，在教師引導下討論

後實際帶領學生至社區活動，讓學生在社區

情境實際演練，並培養問題解決能力及團隊

合作等帶得走的能力。

3. 校內資源連結與應用

校內資源包括福利社與各處室工讀機會

等，應用實例包括利用上課時間學校福利社

停止營運時，作為學生職業課程之商品檢視、

上架、盤點等學習場域。資源班教室及辦公

室清潔工作，可在職業教育課程教導清潔技

能後，與普通班教師協調安排智能障礙學生

在學校掃地時間至資源班教室及辦公室進行

清潔工作，並由資源班教師協助督導。

4. 校外資源連結與應用

校外可供連結資源包括市場、大賣場、

便利商店、社區設施 ( 例如郵局等 ) 及可供參

觀或實作的職場 ( 例如資源回收廠等 )。應用

實例包括在生活管理課程教導學生使用工具

拆裝技巧，結合社區資源回收場資源，讓智

能障礙學生參觀並使用資源回收廠的部分回

收物品，訓練學生拆卸組裝能力。

依據特教新課綱之輕度及嚴重認知功能

缺損之特殊需求領域生活管理課程綱要，結

合學校活動及社區資源，初步新增智能障礙

類學生生活管理課程架構，並強調與數學及

語文等功能性學科的連結，詳見表 2。

表 2　結合學校及社區本位之國中資源班智能障礙類生活管理課程

教育階段 生活管理課程 資源 / 活動連結 學科連結 教學單元

國一至國二 交通能力 公車、捷運、高

鐵

生活管理、語

文

時刻表查詢、票價查詢、搭乘身

分乘車技巧、乘車禮儀、獨立

搭乘

使用社區設施 社區設施 生活管理 設施使用規則、開放時間查詢

購物達人 便利商店、賣場 生活管理、數

學

商品區分類、商品搜尋技巧、購

物清單、購物預算、購物找零、

表達與互動技巧

國二至國三 裝　　配 社區資源回收場 生活管理 職場參訪、拆裝技巧

商店販售 福利社 生活管理 商品檢視、商品上架、商品標價

園　　藝 學校網室植物園 生活管理、國

文

換盆、定植、園藝器材認識及操

作

烘　　焙 烘焙專科教室 生活管理 園遊會商品 ( 餅乾 ) 製作

餐　　飲 家政教室 生活管理 基本餐點準備技巧實作

國一至國三 幸福小舖 校慶園遊會 生活管理、數

學、語文

商品製作、銷售技巧、職業態度

銷售計算、推銷技巧、海報製作

特奧運動 特奧運動競賽 生活管理 心肺耐力、運動規則、運動技巧

交通能力、社區使用、競賽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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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建構與調整初期的困境與調整

實施課程建構與調整時遭遇的困境與議

題，分述如下：

1. 教師對課程改革與執行困境的疑慮

資源班智能障礙組課程以功能性及生活

管理課程為主，初期由負責教授生活管理的

教師參與討論，兩位教師皆同時教授數學課

程，故初期以生活管理連結數學課程為主，

連結學校與社區可用資源與活動產生新的統

整性課程。透過第一年執行成果的分享，促

進其他教師對結合學校與社區資源課程的認

同並減少疑慮。

2. 社區與學校資源的開發困境

列出學校內可供連結的資源及活動，並

協調學校行政人員，在不影響普通班教學活

動前提下，利用閒置資源及學校團體活動時

間執行課程方案。此外，透過教師與社區店

家長期的互動關係，以及向社區人士說明學

生特質及運用社區資源的需求，減少大眾對

智能障礙生參與時的疑慮，且因學生來自於

鄰近社區，大多與學生間為街坊鄰居或親戚

的關係，普遍願意提供額外的支持，也能諒

解智能障礙學生學習速度慢、操作速度慢及

反覆練習的需求等，故學校與社區關係的緊

密程度是社區資源開發的重點。

3. 資源與活動連結

在初期研究團隊集思廣益下，第一學年

以討論後增訂或調整的課程納入課程進度，

期末就執行成果進行檢討與省思，促成課程

再調整的循環。從自 102 至 104 學年度間的

三個循環修正逐步豐富課程內容。

二、執行突破期

自 102 至 103 學年度起進入執行調整期，

以下就實施時發現困難及調整策略分述如下：

（一）課程與活動多元連結

研究團隊在課間及課後進行學生學習成

效討論激發對未來課程與資源連結的多元思

維，第一學年實施結果發現以學生需求為導

向的課程，可增進學生將所學知能應用在生

活的能力，也提升學習動機及對課程的期待。

藉由教師對課程架構的實施心得，釐清活動

內容及形式的教育意義、可行性與適切性，

持續引發課程調整動機，鼓勵創意思考並擴

展校內外資源增加學習內容協助學生學習 ( 甄
曉蘭、鍾靜，2002)。期末資源班研究團隊利

用教學研究會時間，討論分享課程實施情況

做為下學期課程架構調整的參考，陸續增列

社區小畢旅、誰來午餐之我是總鋪師、學校

福利社商店實務、產業參訪等。

（二）人力支援困境與因應做法

社區教學活動有場域大且交通危險性高

的特性，需要足夠人力支援以減少可能的危

險，智能障礙學生因體耐力較弱容易在長距

離或長時間的社區活動中發生突發狀況，應

配置足夠人力以因應突發狀況。經團隊研商

後，社區活動分為 1.5 公里內近距離及全市性

遠距社區教學活動兩類，近距離活動以 4 至 5
人為編組，授課教師在活動前教導必要知識

技能，嚴格要求並在校園中演練交通安全的

突發與應變方法，確實訓練後以先近後遠的

方式逐步擴大社區活動範圍；遠距離活動則

採用 6 至 10 人為編組，搭配 2 位以上人力協

助因應突發狀況。

（三）社區教學的經費與預算

近年來特殊教育經常門編列預算減少，

資源班經營卻越趨多元，實難再提列社區教學

所需經費。故資源班自本方案實施第一年起，

利用生活管理課程融入職業教育內容，帶領學

生製作餐點、手工藝及環保洗潔精等，並於校

慶園遊會販售商品並將獲利所得做為社區教

學基金，除減少家長在經濟上的負擔外，也讓

智障學生了解工作與收入的職業概念。

三、成熟穩定期

進入第三年循環後課程漸趨穩定，透過

實際面的執行陸續改善可能的缺失，形成學

校與社區本位之生活管理課程架構，104 學年

度持續以過去成功的合作經驗為基礎，增加

課程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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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經重新建構後的生活管理課程，較原 102
學年度課程具生活應用的效果，運用與學校

活動與社區設施產出的課程，改變過去以課

程標準為課程建構依歸的傳統課程模式，改

以課程綱要所提及的能力指標配合學校及社

區資源與學生需求的課程。從學生家長、資

源班教師及普通班教師的訪談回饋中可知課

程調整成效。

一、來自學生與家長的回饋

家長普遍肯定學校生活管理課程對孩子

生活能力提升的助益，並將所學能力在家庭

與社區中進行大量演練，使得學習能延伸到

家庭及社區。

（一）啟發運動潛能的發現與自信心

謝謝學校老師發現孩子的運動特質，

訓練孩子及給予參賽機會，孩子在參賽

得獎後在原班話變多了，也慢慢有了自

信，樂於分享比賽相關的事情。( 許媽，

2014.09.25.，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 )
（二）運動習慣帶入社區休閒活動

孩子在參與特奧比賽後，假日會邀

同學一起運動，減少放假時只有看電視、

打電腦啊這些無意義的事情。( 俞媽，

2014.03.11.，資源班辦公室當面談話 )
（三）從學校到家庭的家事技能延伸

學校教導的家事技能會讓孩子在家

裡參與分工，讓孩子回到家中會走進廚房

想參與晚餐準備與製作。孩子放學後開心

分享在校學到做餐點的事，晚上或假日在

煮飯時，會給孩子幫忙的機會，也會教孩

子怎樣做會比較好，做家事也變得比較主

動。( 黃媽，2013.09.24.，個別化教育計

畫會議 )
（四）對未來就讀選讀職種有明確看法

孩子說對學校做烘焙的課程很有興

趣，高職想學餐飲和烘焙，未來想做餐飲

與烘焙工作。( 陳媽，2015.01.15.，個別

化教育計畫會議 )

二、來自普通班教師的回饋

學校與班級適應能力的訓練可透過普通

班導師了解智能障礙學生在普通班適應所遭

遇的問題，在資源班課程中融入相關能力訓

練，以獲得達到立即可用的能力並透過普通

班導師協助督導來提升學生的原班適應能力。

學生整理課桌抽屜的能力變得比較

好，作業、考卷和講義也比較會自己用資

料夾收好整理好。( 黃師，2014.09.23，校

園走廊 )

三、來自資源班教師的回饋

彙整資源班教師在教學研究會或課後的

討論結果，包括資源班教師表示充分的家長

溝通與配合將厚植學生的生活適應能力。

能與資源班教師保持聯絡簿或電話聯

絡並參與孩子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家長，較

有機會讓孩子在校學習的生活能力延伸到

家庭及生活中。( 陳師，2013.05.21，資源

班辦公室 )
經常在校園走動與普通班導師討論學

生狀況，導師會提到智能障礙學生在原班

級的適應問題，這可以納入課程對學生進

行教學演練。( 林師，2014.03.12，資源班

辦公室 ) 
資源班生活管理課是我們資源班的特

色，把生活中很多實用的能力帶進校園、

社區和家庭，生活化的課程學生學起來也

比較感興趣。( 周師，2015.01.06，資源班

辦公室 )
資源班生活管理課程除國一、國二階段

的自我管理、社區使用、人際互動、學校與

班級適應、交通能力等，國二階段的職業試

探及國三的職業教育與統整性生活能力應用，

使得每週僅有二節的生活管理課程，兼具生

活與學校適應能力訓練也具備職業探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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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省思與未來建議

本方案從凝聚共識開始，透過檢視現行

課程及分析學校與社區活動資源，重新檢討

課程、資源與活動間的適配性、課程間的橫

向連結等，以滾動式逐年調整課程。研究發

現智能障礙學生在學校所學得的知能與技能，

得以立即在學校活動及社區中實現與運用，

除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也使學生對

未來生活管理課程有所期待，也因習得的技

能可在班級、家庭及社區中實際應用增進自

信心及自我效能感。

推動課程時常缺乏考量資源條件及人力

整備等因素，造成難以實施或執行困難 ( 洪啟

昌，2006)，故凝聚共識應為課程調整與再建

構之先備條件。此外，校內外活動進行時需

要足夠人力支援、前後置作業及建立教師對

活動實施的共識為首要工作。資源班在區段

排課下，教師群在同一時段可能有多個課程

正在進行，無法提供人力支援，故社區活動

建議可結合學校志工與家長等協助。此外，

在有限學習時數要兼顧學科與生活技能為一

大考驗，以過去實施經驗，建議申請外部經

費計畫延伸學習時數，例如：申請課後照顧

或教育部學產基金發展弱勢學生專長項目等

補助，充實活動經費與額外的教學時數。其

次，開發社區資源提供學生觀摩與實作亦能

擴展本課程之連結性；最後，學校行政支持

也是重要關鍵，例如：校慶園遊會設攤安排、

特奧運動參賽相關費用補助、在資源班業務

費不足時提供校務發展基金或家長會經費支

持等。若能有效因應以上困境，則運用學校

及社區本位模式建構國中資源班智能障礙類

生活管理課程，應能有效提升智能障礙學生

學習成效與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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