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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收穫 

 

回想起當初憑著一股「我要幫智障者發聲」的傻勁，

到遭遇找不到身障者利社會行為相關文獻的瓶頸，偶爾挑

戰旁人「智障者真的有利社會行為嗎」的質疑，幸運如我，

身邊始終有「這個題目很有意義」的支持聲音，使我一貫

地保持著探究的高度熱忱，直至撥雲見日的這一刻。 

一般而言，利社會行為是自願性的行為，行為結果對

於個人或團體有正面之利益，那我該如何證明智障者真的

能表現利社會行為？朝著這個大方向，我在研究期間透過

大量的觀察探知最真實、第一手的資料：究竟小慈有哪些

利社會行為？這些行為在哪些情境下發生？利社會行為發

生當下或完成之後，旁人對小慈做出怎樣的反應？我還企

圖釐清利社會行為、情境與社會反應之間有何關係？ 

我很感恩，這一路行來，小慈的表現使我的初衷更加

堅定，所有的困惑與懷疑一一有了答案。辛勤灑下的種子

已然開花結果，我樂於與所有關心智障者的朋友們分享。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採用觀察與訪談的方式探究安置於國中資源班

的智障學生小慈於校園內的利社會行為表現，並依據利社

會行為、發生情境、發生後之社會反應及此三者間的交互

關係四方面分析小慈所表現的利社會行為，獲致以下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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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慈的利社會行為現況 

以下由利社會行為的類型、動機、發展程度、楷模的

影響四個向度說明小慈的利社會行為現況。 

 

（一）小慈的十四種利社會行為類型 

在為期十週的正式觀察期內，總計蒐集八十六件利社

會行為，而小慈每天進資源班時，向老師們打招呼、問好

之類的行為皆不計算在內。 

依據歸納的結果，小慈的利社會行為可區分為四種主

要類型：助人行為、關懷行為、分享行為及合作行為，每

一類目之下又各有一些細項，分述如下： 

1. 助人行為是小慈最主要的利社會行為，包括：幫助、

直接教導、間接提示、協助與志願服務五種； 

2. 關懷行為是小慈次要的利社會行為，包括：誇獎、

鼓勵、友善、關懷及同理心五種； 

3. 分享行為在小慈得到增強物時必定發生，是個體成

熟的指標，包括：給予、謙讓及分享三種； 

4. 非助人性質的合作行為在本研究的嚴謹定義下只發

生一件，是小慈最少的利社會行為。 

 

（二）小慈表現利社會行為的三種動機 

小慈表現利社會行為的主要動機有三： 

1. 擔心別人有負向感受—此指事情發生前已預先思

索別人可能產生的負向感受，例如：考量老師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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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怕小白拿的東西太重、憂慮小白被老師罰寫等； 

2. 希望自己在行為之後得到好處，例如：希望得到老

師誇獎、希望得到糖果、希望同學高興而對自己展

現笑容等； 

3. 同情或同理他人的不佳狀態，例如：同學沒分數、

同學得到的獎勵品太少、老師身體不舒服、小白心

情不好等。 

由上述三項動機看來，小慈有時候是為了讓老師、同

學覺得更好、更舒適，有時候是為了自己的利益，有時候

是為了解除他人不好的現況而表現利社會行為，因此就如

同一般人一樣，由惠己到利他的想法皆有可能。 

 

（三）小慈的利社會行為發展具有國中程度 

依據 Eisenberg 的利社會推理層級之內涵，小慈的利

社會推理已發展到第四級自省同理導向的程度，這代表她

個人的判斷包含自省的同情反應、角色取替、關懷人群或

與行為後果有關的內咎或正向感覺（Eisenberg, 1986），

少數高年級小學生與多數中學生可達到此發展層級。另由

認知論學者的利社會發展四階段觀點亦可發現，小慈有某

些助人行為及關懷類的行為是因為體察到他人的需求或考

慮他人不佳的感受所引發，這樣的表現達到第三個階段的

水準，約為兒童中期及青少年前期。 

根據以上兩種理論，小慈的利社會行為發展程度與同

生理年齡者相當，具有一般國中學生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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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向楷模有助於小慈觀察並習得利社會行為 

小慈學習利社會行為的楷模分為同儕及成人兩方面，

同儕楷模主要是她小學一、二年級時的普通班同學，小慈

在他們身上學到了教導、幫助、志願服務、關懷等利社會

行為；成人楷模是親人或專業人士，小慈從這裡學到了分

享與關懷等利社會行為。因此，智障學生確實可透過觀察

利社會行為的正向楷模表現出利社會行為，安置於資源班

的智障學生有許多時間與校園中的一般學生相處，有利於

觀察並習得符合其年齡發展應有的利社會行為。 

然而，小慈談論楷模時的言論，竟然沒有「教師」這

個重要的角色，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 

 

二、小慈表現利社會行為的情境 

 

人類與許多動物皆有利社會行為的表現潛能，這些潛

能有賴情境刺激而引起 (Staub, 1980；引自沈六，民 82)，

我整理引發小慈表現利社會行為的情境，得到以下發現。 

 

（一）資源班是重要的發生情境 

小慈的利社會行為大多出現於資源課程相關情境中，

相較於普通班，她非常喜歡資源班，資源班的情境具有易

於引起她表現利社會行為的這些特點： 

1. 物理環境的安排利於人際交流、互動； 

2. 課程符合學生程度與需求，含括知識、技能與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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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養，教師重視學生的利社會行為及和睦相處，

隨時給予回饋，小慈在課業上的表現優秀，有自信； 

3. 不論上課時或下課後，師生及學生彼此間的互動頻

繁，且通常氣氛很和諧； 

4. 小慈常能主動或被動察覺小白及小兔的需求，也擁

有解除他們困擾的方法； 

5. 在資源班中有關係親密的好朋友。 

 

（二）資源班中引發小慈利社會行為的十一種情境 

由上述各點可知資源班是小慈利社會行為的重要發生

情境，本研究歸納出資源班中有十一種情境會引發小慈的

利社會行為，這十一種情境線索彼此可能交互作用，影響

小慈表現利社會行為的意願。這些情境線索羅列如下： 

1. 與環境有關的線索有三種：在聽覺方面是老師提問

或提示，在視覺方面則是現場出現教師曾要求的事

務，或是例行班務； 

2. 與接受者有關的線索是激發小慈表現利社會行為最

重要的線索，包括：接受者有困難、接受者未完成

任務、接受者表現佳、接受者心情差、接受者不喜

歡的事五種，而最主要的是「接受者有困難」； 

3. 與小慈個人有關的線索有：對接受者的偏好、避免

擁有物（教師給的增強物、回答問題的得分、上課

資料）較多、避免無聊狀態三種，其中小慈「對接

受者的偏好（比較喜歡的人）」是次要的情境線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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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上述各種激發情境外，小慈擁有不少正向的人格

特質與態度：主動、友善、溫和、很好心、喜歡朋友，使

她願意在適當的情境中表現利社會行為。 

 

三、小慈表現利社會行為後周遭的社會反應 

 

研究發現不單只有利社會行為引起社會反應，社會反

應對行為也對利社會行為造成影響，茲分為三方面說明之。 

 

（一）同儕正向的社會反應可增進利社會行為 

在平時相處中，小慈的普通班同學很少理會她，甚至

有人罵她，有人刻意繞過她，連她好意的分享行為也不屑

地拒絕，因此不論是一般人際互動行為或利社會行為，小

慈幾乎都處於被忽視或被排斥的狀態，到現在她已不太敢

與班上同學接觸，表現利社會行為的可能性極低。 

相對之下，資源班的小白及小兔對小慈的利社會行為

接受的比率很高，無形中給予她相當程度的肯定，使她樂

意再表現，是故同儕增強有效增進了利社會行為；但若是

面無表情地接受或表現出生氣的樣子，則會影響小慈的意

願，大幅降低了她表現利社會行為的可能性。 

 

（二）教師的讚美與指正導致利社會行為的增減 

由於導師的英語課被抽離，其他科任教師學生眾多，

普通班教師與小慈的接觸都不夠頻繁，雖然對她的印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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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乖巧、安靜，但較少有機會誇獎她，而資源班老師藉由

密切的互動與觀察，對小慈的回饋較即時，讚美次數多。 

資源班老師以明確的口語回饋，使小慈清楚自己什麼

行為是好的，什麼行為是需要改進的，除了微笑著讚美小

慈利社會行為之外，還強調受誇的原因；在行為不當或表

現時機不宜時，亦嚴肅地指出缺失，要求改正。老師的讚

美使利社會行為穩定出現，老師的指正使行為消弱，轉換

成別的行為模式，或是改變接受者。 

 

（三）小慈表現利社會行為後的十一種社會反應 

本研究歸納出利社會行為發生當下或之後，引發的社

會反應有十一種。 

1.表情：這是行為發生後一定可以觀察到的，因此是最

常出現的反應方式，分為笑容、面無表情及氣憤不悅

三種表情，其中出現最多次的是「展現笑容」，這個

表情通常代表旁人接受小慈的行為，惟在少數情況下

為婉拒之意； 

2.接受：有和小慈一起行動、讓小慈一人行動、自己行

動、贊同而無行動四種方式。小慈的利社會行為被資

源班師生接受的比率很高，接受反應中最多的是接受

者依循小慈的利社會行為而自己行動； 

3.拒絕：有直接拒絕與加以指正兩種反應； 

4.增強：是最少出現的社會反應，分為向小慈道謝與口

頭或物質增強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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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中資源班智障學生利社會行為表現類型、發生情境

及周遭社會反應間的關係 

 

（一）助人行為與發生情境及周遭社會反應間的關係 

小慈的助人行為主要發生於三種情境：接受者有困

難、小慈對接受者的偏好（比較喜歡的人）與例行班務；

表現助人行為後，周遭的人有六種主要的社會反應方式：

讓小慈自己行動、自己採取行動、和小慈一起行動、展現

笑容、面無表情或是向小慈致謝，其中以展現笑容為最常

發生的方式。其中，接受者或非接受者採取讓小慈自己行

動、自己行動、和小慈一起行動或展現笑容這四種社會反

應方式，可以增強小慈的利社會行為；而教師的指正與面

無表情的接受者則降低其助人行為的意願。 

 

（二）關懷行為與發生情境及周遭社會反應間的關係 

關懷行為主要的引發情境有三種：接受者表現佳、接

受者心情差與教師曾有要求之事；小慈表現關懷行為後，

產生的社會反應主要有六種：讓小慈自己行動、和小慈一

起行動、展現笑容、面無表情、生氣或是拒絕小慈。「誇獎」

是最穩定、最具預測力的關懷行為。 

上述六種社會反應中，接受者與非接受者的笑容對小

慈的利社會行為具有維持的效果，教師的要求亦增強小慈

表現友善行為的意願與行動；但生氣與拒絕的社會反應則

降低利社會行為的發生機會，甚至使之不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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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享行為與發生情境及周遭社會反應間的關係 

分享行為的發生情境非常穩定，當小慈的擁有物比其

他同學多時，最有機會表現分享行為；產生的社會反應主

要有四種：讓小慈自己行動、展現笑容、面無表情或是指

正小慈。 

師長的回應對小慈的分享行為十分重要，教師的微笑

使行為在激發情境中穩定出現；教師的指正使行為轉換方

式，或是改變接受者。 

 

（四）合作行為與發生情境及周遭社會反應間的關係 

合作行為只發生一次，是小慈最少發生的利社會行

為，這是由於為他人利益而一起努力的行動及教師分派的

合作性質任務均列入其他類型之利社會行為之故。 

 

 

第二節  給伙伴們的一些建議 

 

檢視一路行來的歷程，從無到有的滿足感油然而生，

小慈以實際行動證實了國中智障學生在校園內豐碩的利社

會行為，這些行為使普通班老師對她有了全新的觀感與肯

定，也對於預測小慈未來的社會適應提供了重要的訊息

(Crick, 1996)，我經由探索過程中的點點滴滴，覓得第一

線教育工作者及未來研究上可以努力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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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工作者方面 

（一）特教教師 

 建立溫暖的師生關係，使學生想在老師面前表現：

相較於普通班老師，特教教師與學生的接觸較頻

繁、無距離感，應善用這樣的優勢建立親近的師生

關係，使學生信任老師，在意老師，有想表現的心。 

 協助學生建立良好的同儕關係：資源班學生人數少

且程度較相似，可作為練習人際互動的基本場所，

教師觀察學生的自然交往，並因應狀況教導社交技

巧，協助學生有美好的初步交友體驗。 

 積極充實特教專業，以正面態度看待學生：在實際

教學場域中亦應不斷充實特教專業，吸收新觀念，

以學生利益為先，正確評估學生的優劣勢，以正向

欣賞的角度看待學生能力。 

 善用學生喜好的增強、把握增強時機：藉由觀察或

訪談了解學生在意的增強（喜歡的人、物及方式），

善用有效的增強強化學生的利社會行為。在學生行

為合宜時，立即給予回饋，並配合明顯愉悅的語氣

及非常開心的表情；而行為不當時，清楚說明原因，

並以明確的指令提供步驟明確、容易達成的改進的

方向，當學生略有改善即予以增強。 

 善用課程與生活事件養成利社會行為：接受者的表

情影響利社會行為表現者的意願，教師可設計課程

示範接受別人好意時應有的行為與表情，讓學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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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演練；除了平時的課程外，突發的生活事件亦為

機會教育的良好材料，可訓練學生對他人心理狀態

的感受，並用以討論其能力可及的適當做法。 

 以身作則：若提供讚賞的人沒有利社會表現或傾

向，將抑制學生的利社會行為表現，故教師應為學

生的良好楷模，示範利社會行為，並於生活中實踐。 

 創造表現的情境：若孩子在普通班缺乏盡情舞動的

舞台，資源班就提供可以恣意揮灑的畫布，讓每個

孩子依自己的能力自信地展現長才與利社會行為。 

 善用學生的利社會特質，使之成為優勢能力：瞭解

學生的利社會行為後，製造適當的時機讓他充分表

現，並以此為專長，加以訓練及引導，使之成為學

生的優勢，發展其長處，而非拚命補短處。 

 強化親師溝通，善用家人正向楷模：與學生家人保

持良好的聯繫，除了可掌握學生的在家狀況外，亦

可讓其家人瞭解老師希望學生習得的利社會行為，

並擁有適當的增強方法。配合家人提供正向楷模，

將更有效地使利社會行為的增強效果延伸至家中。 

 注重平時與普通班教師的交流合作：必要的業務接

觸之外，平時與普通班老師閒談聯絡感情，切莫在

有工作或有麻煩時才出現，遇有突發狀況應熱誠地

協助處理，成為普通班老師們可靠的後盾。閒談時

多提學生的利社會行為，使教師們產生比馬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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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教育教師 

 以正向的態度對待：正向看待身心障礙學生能力可

達程度，從小處讚美，師長的肯定能增加身心障礙

學生的信心與利社會行為的行動，亦能為一般學生

做良好示範，使他們學習肯定身心障礙同學。 

 班級經營：在強調道德與助人的環境中的孩子較可

能幫助他人(Eisenberg & Mussen, 1989)，教師正

好可以營造這樣的環境，創造適合發生利社會行為

的情境，提供表現機會，凸顯學生的利社會表現。 

 增強正向互動，塑造正向楷模：教導班上一般學生

與身心障礙學生正向互動的行為，並積極增強，使

學生強烈感受到這樣的行為非常光榮，善用獎賞可

使身心障礙學生在班上的處境更有利，且有較多機

會觀察正向楷模的良好行為。 

 運用同儕團體的力量：教師可運用班級活動中的各

種時機提供學生間利社會行為（如：合作、助人）

的表現機會，除能多建立學生的互動經驗外，也讓

身心障礙學生能藉由近距離的觀摩學習與練習，展

現較佳的技巧。 

 與特教教師密切合作：透過與特教老師的交流合

作，不僅可學習處理學生問題的策略，亦可掌握學

生的能力現況及學習狀況，隨時調整帶班方式與合

理期待，以符合學生的能力發展。 

 看重學生在社會性、人際交往方面的成長，而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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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關注於學業或障礙。 

 

（三）學校行政單位 

 聘用合格特教教師：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真正

保障身心障礙學生的受教權，使這群特殊孩子的利

社會行為能被看見，在各方面有最佳的發展。 

 支援特教業務：推動特殊教育工作需要校內各行政

單位的配合與支援，以資源班最基本的需求而言，

在編班方面遴聘績優熱心之教師；在排課方面，安

排必要之區段等，由前事控制預先為身心障礙學生

作準備，使學生在較溫暖包容專業的環境中學習。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表現的機會：辦理校內外各項活

動優先考量身心障礙學生的能力，設計合適之項目

與規則，使其亦能在大型場合中，擁有表現的機會。 

 促進教師間的交流合作：校方以身心障礙學生的利

社會行為為主題，透過辦理教學觀摩、個案討論、

經驗分享等各種形式的活動，促進特教與普通教育

教師間的交流，且促使所有與會者將焦點集中於「利

社會行為」看待身心障礙學生。 

 營造無障礙的校園：學校應盡最大可能使身心障礙

學生與一般學生一同接受教育，不僅在硬體上建立

無障礙環境，使校園的各項設施及設備均符合身心

障礙學生可到達、可進入、可使用之要求；更應營

造心理上的無障礙氣氛，敞開心胸悅納身心障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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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使他們在校園各處感到自在、受尊重，才可能

有最佳的表現。 

 

二、未來研究方面 

（一）資料處理方式 

本研究中每一筆資料的編碼與歸類全程由我與蘇

老師一起完成，處理過程雖然順利，但對協同編碼者

是個沈重的負擔，建議未來研究者先建立評分者間一

致性信度，再邀請協同編碼者審閱部分資料，以減輕

其工作負荷。 

（二）研究情境 

本研究場所為國中，小慈提及的楷模多為國小普

通班同學，或為親密的家人，國小為義務教育之初始，

家庭為個人生長最密切的園地，未來研究可將情境轉

移至國小普通班，或加入家庭情境進行研究。 

（三）研究時間 

本研究之時間受限於我的公務繁多，且身兼研究

者與教學者之責，每週均不固定且偏重於某一科目，

若能以較穩定的時間與較均衡的科目進行觀察，相信

更能全面地觀察到學生的利社會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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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的收穫與省思 

 

很高興、也很感動，有這樣一個歷程好好地、單純地

欣賞智障孩子的利社會行為，這樣的視野不僅使我拉近了

與學生的師生關係，也拉攏了和普通班教師及組內教師的

同事情誼，這些情感上的充實感，或許勝過論文完成的喜

悅！在此，我邀請所有關心身心障礙學生的朋友們一同分

想我的收穫與省思。 

 

一、我原想親吻花朵的芬芳，妳卻給了我滿園纍纍的秋實！ 

 

若我花一分鐘細數學生的缺點，便失去了六十秒品嚐

他們優點的喜悅！人一旦落入思想的窠臼中，習慣成自然

之後，再也看不見新的事物了！當我們只處理孩子的缺陷

時，眼中看的、心裡想的都是他們負向的那一面，我慶幸

自己用利社會的角度看待小慈。敘寫過程中，不斷想起小

慈，她的笑容有些靦靦，她的付出百分之百真誠，她給我

的，遠遠比我原先想收穫的多更多！我深深感謝有這樣一

個孩子，教了我許多事。 

 

二、有妳的堅強，我會更勇敢！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小慈表現出這麼多樣且多量的利

社會行為，但她在普通班時卻沒有類似的利社會行為發

生，反而常是「孤單單地坐在那裡」（RT 訪 a931215），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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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同學彷彿把她當成隱形人」（誌 931001），吳老師也「隱約

感覺到」班上同學有「一點點不是那麼歡迎她」（RT 訪

a931215）。小慈同樣認為「全班」都對她不好，因為當她「走

過去，別人就會走別的方向」（小慈訪 a931220），我心頭一緊，

不自覺地皺了眉頭，她竟肯定地搖搖頭，告訴我「不會難

過」（小慈訪 a931220），但「聽到這裡，我的心不禁糾結起來，

這樣一個智障的孩子，她在普通班中到底有著怎樣的感受？她

快樂嗎？她被公平地對待嗎？身於教育工作者的我們，怎能不

深自反省此一現象呢」（誌 931220）？ 

這個在我眼前有著許多利社會行為，做事主動又認真

的孩子，卻被普通班學生如此對待，乍聽之下，我的心中

充滿不捨與不平！然而定心思索，或許這正代表我的努力

還不夠，可以做的還很多，普通班這部分是我應盡力發揮

的舞台，進步的空間還很寬廣，我相信只要持續邁出步伐，

終能愈來愈接近目的地。小慈，謝謝妳！有妳的堅強，我

會更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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