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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討論相關的文獻，共分四節。首先探討融合教育

的源起、意義、理念與安置類型。其次探討回歸主流與融

合教育的異同，並且論述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徵與學習

需求。最後舉身心障礙學生在融合教育中學習之研究實例

作說明。 

 

第一節 融合教育的源起、意義、理念與安置類型 

 

以下首先就融合教育的源起提出說明。其次討論融合

教育的意義、理念與安置類型。 

 

壹、融合教育的源起 

早在 1968 年，Dunn 即指出「特殊教育是大陸上的一

個城市，當這個城市的事情能和其他城市的事情緊密協調

時，這個城市的老師和學生才能受到更好的服務。」（Fuchs 

& Fuchs,1994）。特殊教育不是一個孤立的體系，是整個

教育體系中的一環，與整個教育大環境關係密切。此乃外

國學者 Fuchs 與 Fuchs（1994）,為過去把特殊教育與普

通教育各行其道分離做法，所以提出之改進建議。 

同樣地，美國學者 Wil l（ 1986）認為普通教育和特殊

教育是共享責任（ shared  respons ib i l i ty）的體制，而非兩

個單獨運作體系。他認為特教教師和普通教育教師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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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關係，互相合作以發展有效教育策略來滿足學生的需

求，行政人員與教師必須一起奉獻技能與資源，去實現適

當的教育計畫。這位學者主張特殊教育應與普通教育合

作，老師與學生才能享受到最好的服務。 

一九八○年代興起以「普通教育革新」（ Regular  

Educa t ion  In i t i a t ive）（ Reganick,1993）的運動，具有三

個重要理念：1.輕中度的學生要在普通環境下受教；2.普

通班的教師和提供資源的特教教師共同合作以發展和實施

教學方案；3.若特殊學生的需求在普通班無法滿足，此時

即需要有特殊教育服務的介入。可見唯有結合整個大環境

的資源，才能為特殊教育需求者提供最好的服務。至此「融

合教育」的理念，露出了端倪。 

 

貳、融合教育的意義 

加拿大多倫多教育委員會（ The  Board  of  Educa t ion  fo r  

the  Ci ty o f  Toron to，1989）指出融合教育是將教育權利再

分散，並授權給教師，希望與行政間建立良好合作關係。

它是一種教學者與學習者的再組織化，（如合作學習、主

題教學）也是專業關係的再定義（ Fuchs  &  Fuchs ,1994）。 

而英國 1993 年教育法案中也明確規定：「特殊教育學

生必須安置在一般學校（而非特殊學校）內接受教育。除

非有下列情形：與父母的意願不相容、兒童的學習只有在

特殊學校受教育最適當、兒童與其同儕學習不適宜或不能

有效利用教育資源。」（引自王天苗，民 88）此主張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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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調融合教育的重要精神在於保障身心障礙兒童的教育

權，促進人權平等及社會正義（ Heffernan,1993；引自黎

慧欣，民 85） 

同 時 ， 1994 年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Uni ted  Nat ions  

Educa t iona l ,  Sc ien t i f i c  and  Cul tu ra l  Organiza t ion ；

UNESCO） 在 世 界 特 殊 教 育 會 議 （ World  Conference  on  

Spec ia l  Needs  Educa t ion）中，強調落實融合教育的主張，

並聲明「各國政府在教育立法或政策上應採取融合教育的

觀念，除非有特別原因，否則應讓所有學童在普通學校就

讀」。 

1995 年「融合國際」（Inc lus ion  In te rna t iona l）組織

以「每人都有教育權利（ Educa t ion  fo r  Al l）」和「融合教

育」（ Inc lus ion  Educa t ion）兩主題，作為 1995-1998 之倡

導重點，更呼籲世界各國政府應保障障礙兒童的教育權，

要支持讓所有兒童在「普通教育系統」內接受教育（王天

苗、邱上真、莊妙芬、鄭麗月、葉瓊華，民 86）。 

美國學者 Sage（1996）的融合教育理念主張每位兒童

都有權利接受教育，學校教育應以兒童為中心，賦予所有

兒童相同教育環境的機會。而融合教育是要修正並調整環

境以符合兒童的需求（ Ti l s tone ,1998）。總之，融合的學校

（ inc lus ion  school）應能接納學生在學習能力、文化、種

族與社區背景的多元化與多樣性。本研究中之「彩虹國小」

特教班學生從一年級入學，即接受部分時間與普通班學生

融合之課程。更希望隨著其生理年齡的成長，融合於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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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齡的課程。因此，彩虹國小的特殊教育發展正朝積極

正面的融合教育方針努力，其目的便是尊重特殊學生個別

化之需求，冀符合融合教育之意義。 

 

參、融合教育的理念與安置類型 

融合教育是由「回歸主流」發展出來的。茲就融合教

育的理念與安置類型說明之。 

一、融合教育的理念 

英 國 的 融 合 教 育 研 究 中 心 (Center  fo r  S tud ies  

Inc lus ion  Educa t ion，簡稱 CSIE,1999)強調融合教育是人權

的、好的教育，且能產生良善的社會意識，其提倡融合是

基於以上三種理念。就人權而言，所有兒童有權利一同學

習，兒童不應該因他有障礙而被隔離；就好的教育而言，

孩童於統合的環境中，學業和社會上的表現更佳，任何在

隔離學校中實施的教學或養護活動，在普通學校中亦皆能

進行。透過契約和支持，融合學校能有效率的使用學校資

源；就社會意識而言，融合能建立友誼、尊重和了解，並

減少恐懼。可見，融合教育強調社會多元化的價值，認為

所有兒童不論其心智能力的高低，家庭社經地位的差異、

文化背景的不同等，均應在同一環境下共同學習（鄭麗月，

民 88）。亦即融合教育應尊重個別差異，以提供每個孩子

平等參與的機會，讓每個孩子有參與感和歸屬感（蔡昆瀛，

民 89）。 

推動融合教育也不是少數特殊教育專業人員的工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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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其牽涉至社會、普通教育的包容性問題。也和政策、

經濟等現實問題息息相關。我們的整個教育環境應是以服

務所有學生為依歸，而不單是選擇性的有教無類。如果此

種觀念能推廣，融合教育才能造福所有學子 (洪儷瑜，民

90)。 . 

我國於民國八十六年修正公佈的「特殊教育法」第十

三條：「各級學校應主動發掘學生特質，透過適當鑑定，

按身心發展狀況及學習需要，輔導其就讀適當特殊教育學

校（班）、普通學校相當班級或其他適當場所。身心障礙

學生之教育安置，應以滿足學生學習需要為前提下，最少

限制的環境為原則。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應每年重新評估其教育安置之適當性」（教育部，民 86），

即是對融合教育政策的明確宣示。 

二、融合教育的安置類型  

Waldron(1996)依照美國融合教育倡導者所提之融合

定義，將融合教育歸納為四種類型，說明如下：  

第一類型：在普通學校（ campus）裡，輕度障礙學生

全部時間參與普通班課程。中重度障礙者則在隔離式的班

級，但仍在普通學校裡（ Lilly & Pugach；in Lilly,1986）。  

第二類型：在普通學校裡，輕中度障礙學生全部時間

參與普通班課程，重度與極重度障礙學生則安置在隔離式

的特殊班，但仍在普通學校裡（Reynolds & Wang, 1983；Wang, 

Reynolds, & Walburg, 1987）。 

第三類型：在普通學校裡，除了極重度的障礙學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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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學生都進入普通班與同儕一起學習，只有那些少數極

重度學生在隔離式班級就讀（Gartner & Lipsky,1987）。 

第四類型：不管學生的障礙程度如何，全部進入普通

班學習。在該普通班裡，由相關專業人員與教師助理來提

供教育服務給極重度障礙學生。而普通班老師則負責班級

內正常學生與該名極重度學生進行社會互動。（Stainback & 

Stainback,1984）。 

彩虹國小即屬於第一類型的融合教育。以上的說法，

正符合毛連溫、許素彬（民 84）指出：較為適當且人性化

的融合定義需因應學生個別需求，提供多元的安置方式，

並讓學生從中獲得安全感、被接納與尊重，且能得到適當

的協助以發展情意與智能。此外， Ysseldyke, Algozzine, 與

Thurlow （ 2000）指出，有學者認為場所不是重要的教育問

題，「如何教學」與「教育方案的設計」才是重點。  

在「完全融合」的目標仍有待大家努力的同時，特教

班的繼續存在確有其必要。但是，維持多元安置方式，並

提供融合機會，亦是應當的（林貴美，民 90）。以台北市

為例，今年仍有 50 所國小設有特教班，合計 109 班，學生

人數有 675 人（台北市雙園特教資源中心網站，民 92）。

這 675 位學生的受教權，應得到重視。但是，特教班應調

整經營模式，如何讓特教學生在一個隔離的教學環境中，

能快樂學習又能符合融合教育的精神，以達教育目標，是

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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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回歸主流與融合教育的異同 

 

本節除針對「回歸主流」的源起與理念說明外，本節

重點在比較「回歸主流」與「融合教育」的異同。為助讀

者理解，在比較兩者異同之前，先補充說明回歸主流之源

起。（前一節已經說明融合教育之源起） 

 

壹、回歸主流的源起 

提起「回歸主流」，應先回溯其由來。早在十八、十

九世紀時期，西方養護機構興起，以住宿制的教養院或特

殊學校提供殘障者隔離的教育機會。到了一九五○年代，

「正常化」一詞即起源於北歐，再傳到美國，其原意是希

望障礙者也能像一般人一樣，與正常人有社會互動經驗（邱

上真，民 88）。Nir je 於一九六九年提出「正常化原則」

（ normal iza t ion  p r inc ip le），主張身心障礙者每天生活應

盡量接近主流社會（ Fuchs  & Fuchs ,1994）。並應擁有以下

八大「正常」情況：（1）每日作息；（2）每週作息；（3）

每年作息；（4）生命週期發展；（5）經濟條件；（6）環

境條件；（7）個人尊重；（8）人際關係。而「正常化原

則」的核心思想在於強調「人皆平等，享有同等權利」、

「接受他們的障礙情形，提供一樣的機會和權利」、「給

他 們 應 有 的 尊 重 和 了 解 」 和 「 提 供 他 們 自 我 決 定

（ se l f -de te rmina t ion）和參與的機會」（ Perr in  & Nir je，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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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r in 與 Nir je（1985）更進一步澄清所謂「正常化

原則」並非只針對輕度障礙者而言，也不是要讓障礙者變

成「正常」，更不是把這群人丟入社區而不提供任何支持。

重點是讓他們在享有同樣權利和機會的同時，也應提供他

們所需要的支持性服務。就教育而言，即是指給予教育上

的服務，以滿足其學習需求。 

 

貳、「回歸主流」理念 

一九六八年 Dunn 在美國倡導「回歸主流」運動。其

要義是盡量減少標籤及隔離，促使特殊兒童儘早回歸社

會，所以應儘早使智障兒童在普通學校或普通班就讀（吳

武典，民 76）。 

而 1970 年以後，在「回歸主流」的運動下，將社會

及教育上能與正常學生統合的學生安置於普通班，而以前

安置於特殊學校或教養院的學生則改安置於普通學校的特

殊班（王振德，民 88）。 

Dunn 在 1973 年指出有 12 類學生即是最初「回歸主

流」理念下可以安置在普通班的對象：1.當他們第一次被

安置在普通班級時遭遇失敗、挫折和被拒絕。2.在普通班

上課出現行為問題。3.來自少數民族。4.家長不重視教育。

5.健康和營養供應不足。6.不整潔。7.住在貧窮匱乏之處。

8.男生比女生多。9.破碎家庭出身。10.學校成就有嚴重障

礙。11.口語能力受到限制。12.個別化測驗的 IQ 成績在

65-78 （Pol loway & Smi th， 1983）。可見當時「回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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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對象，包括社經地位低、文化不利的少數民族及輕

度障礙者，希望他們能接受較有效的教育服務。 

美國學者 Wang（1981）指出「回歸主流」這個名詞

是指學校中普通和特殊小孩的統合，所有小孩全時間一起

分享相同的資源和學習機會（ Fuchs  & Fuchs ,1994）。 

同時， Reynolds（ 1989）指出，孩子安置在接近其住

家附近學校及日間學校的自足式班級或資源教室，這樣的

安置也叫「回歸主流」。因此，「回歸主流」主要是在反

對隔離式的特殊教育安置，而主張特殊兒童應儘量回到一

般社會的主流教育環境和一般兒童一起學習（吳武典，民

83）。 

因此，「回歸主流」的理念在於讓特殊孩子不再處於

隔離的特殊環境中學習，而是回到普通班和普通班孩子們

一起學習。此種安置目的在尊重特殊兒童的受教權，使他

們回到社區，同享社區的教育資源。 

根 據 美 國 特 殊 兒 童 協 會 （ Counci l  fo r  Excep t ion  

Chi ld ren 簡稱 CEC）對回歸主流之定義：「回歸主流係涉

及安置特殊兒童的程序與過程，而基於這樣的信念，每一

位兒童必須在最少限制的環境下接受教育，以使其教育及

相關的需要能獲得滿足；並承認特殊兒童具有相當廣泛的

特殊教育需求；同時也承認連續性的教育安置；而最恰當

的安置是特殊兒童與一般兒童一起接受教育」（王振德，民

88）。 

根據王振德（民 88）在資源教室方案一書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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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ynolds 和 Birch 認為回歸主流可依其統合的程度分為三

種形式：物理空間的回歸主流、社會交互活動的回歸主流

和教學的回歸主流。第一層次稱為物理性回歸主流：除了

物理空間的接近外，無其他任何特殊教育的安排。第二層

次稱為社會性回歸主流：讓障礙兒童與普通兒童，相互瞭

解尊重，相互邀請參與一般的社交活動。第三層次是教學

的回歸主流：此層次之回歸主流是將特殊教育高品質的教

學帶入普通班中，使每位學生受益，此種模式將可達成「特

殊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特殊化」之理想目標。 

美國於 1975 年通過的公法 94-142，又稱為「殘障兒

童教育法案」（ The  Educa t ion  fo r  Al l  Handicapped  Chi ld ren  

Act  o f  1975，亦即 P.L.94-142）使回歸主流運動達到顛峰

時期（黎慧欣，民 85）。公法 94-142 明確規定：「為使

身心障礙兒童獲得最適性的發展，公立、私立或其他機構

的特殊兒童應與普通兒童一起接受教育。除非其障礙嚴

重，即使使用輔助器材或特殊服務仍無法在普通班適應

者，得安置於特殊班、特殊學校或其他機構。」 

由以上論述可知，提供最少限制的環境，就是提供最

大的發展機會。這些限制可能出現在建築、交通、教材、

態度⋯等方面。所以應該多提供豐富的文化刺激環境，並

減少班級人數，改善教學態度，減低教材難度等。因此，

一方面是去除不必要的標記，一方面是減少隔離，更積極

的意義是多給他們行動和學習的自由，更方便的接觸各種

有利的資源（吳武典，民 76）。 



 21

參、回歸主流與融合教育的異同 

針對回歸主流運動興起以來，有學者主張應以更融合

的方式，將學生安置於普通教育的環境中，以增加特教老

師和普通班老師的合作，以共同計畫、協同合作等方式來

進行（黎慧欣，民 85）。回歸主流與融合教育的內涵有若

干重疊之處，兩者都主張特殊兒童應儘量回到主流教育環

境和一般的同儕一起學習，反隔離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其

真正意義並不相同。 

回歸主流是指輕度障礙兒童（1）和正常同儕安置在

一起；（2）安置在普通班並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務。（3）

提 供 最 少 限 制 的 環 境 。 美 國 全 國 教 育 委 員 會 （ Nat ional  

Assoc ia t ion  o f  S ta te  Boards  o f  Educa t ion； NASBE）(1992)

對回歸主流提出一些看法和見解：（1）對身心障礙學生的

教學期望較低。（2）並未提供普通教育教師幫助班上有身

心障礙學生的支援服務。（3）抽離方案（Pul l -ou t  p rogram）

使身心障礙學生失去一些學習重要課程的機會（ Podemski, 

1995）。 

融合教育是針對回歸主流運動興起以來，普通教育和

特殊教育間所產生的問題進行改革。主張將特殊兒童安置

於普通教育環境中，增加特教老師與普通班老師的合作，

以共同進行教學計畫、調整教學內容與策略等協同合作方

式來進行（黎慧欣，民 85）。然而，融合教育的觀念是不

管學生的能力水準如何或存有任何障礙，學校都應為社區

中每位學生的需求，提供適當的教育服務。融合教育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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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是積極的服務弱勢群體的信念（何華國，民 92）。在

融合教育的理念下，不僅特殊教育教師要進入普通班為特

殊兒童服務，普通教師也必須具備特教知能以教導特殊兒

童（毛連塭，民 83）。 

    從以上論述，可發現回歸主流與融合教育的異同：  

一、相同之處： （一）兩種理念的哲學背景都來自公

民權的爭取（ Alper, 1996）。（二）都主張身心障礙學生回

歸到普通教育這個主流環境裡接受教育，都重視身心障礙

學生的受教權。（三）都主張提供最少限制的環境，給身

心障礙兒童一個無障礙空間的環境設計。（四）都主張應

給予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服務。  

二、相異之處：（一）「回歸主流」環境中的學生為

輕度障礙學生或一些文化不利學生。（二）「回歸主流」

主張把身心障礙學生帶到主流教育裡，但並沒有要求達到

一定的教育目標。沒有做到配合學生的學習需求進行教學

內容與教學策略調整。（三）「回歸主流」只呈現形式上

的安置，對於實質的教育方法及教育內涵並無法規範。（四）

「融合教育」重視學生多元安置的方式。（五）「融合教

育」注重課程與教學的調整及支援的提供。（六）「融合

教育」強調「帶好每一個學生」，每個學生的個別差異受

到尊重，提供適性的教學。（七）「融合教育」要求特殊

教育教師與普通教育教師充分合作。（八）「融合教育」

必須提供合適的評量方式。  

總而言之，回歸主流與融合教育應算是一條時間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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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後兩個點，回歸主流是較早期的思潮與安置方式，而

漸漸的隨著特殊教育的發展，融合教育的理想成為目前的

主流。兩者主要差異應是：在融合教育中，老師會因應障

礙學生的特性在教學內容、教學策略及情境上做調整；不

若回歸主流，只是將障礙學生部份時間放入一般的教育環

境中，與一般學生學習，卻未強調給予任何協助與調整。  

 

  第三節  智障兒童的學習特徵與學習需求 

 

一般而言，智能障礙兒童最大的特徵是智力和適應行

為能力兩方面。智力會影響其學習能力、認知能力，適應

行為能力則指其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智能障礙兒童因其

障礙程度、特徵不同，學習需求也不同。以下擬先討論智

能障礙兒童的特徵，再談智能障礙兒童的學習需求與其所

需之支援服務。 

 

壹、智能障礙者的特徵 

   智能障礙者和一般人一樣也是有其發展上的特徵。茲

以智能障礙者之生理、認知、語言及情緒與行為上的特徵

分別述之。 

一、生理/動作方面的特徵 

智能障礙者之生理發展與一般人之差異明顯，而且常

伴隨身體或健康問題，如大肌肉和小肌肉運動機能的發展

遲滯、生長損傷，嚴重者甚至有癲癇、呼吸、進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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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知/學習方面的特徵 

在認知/學習方面的特徵可分認知能力、注意力、記憶

力與學習態度四方面分別敘述。（一）認知能力：差異論

者認為智能障礙者與一般人在認知發展的品質上是有差異

的，因此，主張要運用特殊的教材教法來幫助智能障礙者

克服或減少因智障造成的影響（鈕文英，民 92）。（二）

注意力：智能障礙者在注意力方面有以下幾項特徵：1.注

意廣度狹窄，不能同時注意較多的事物。2.注意力不容易

集中及持久，亦受周圍聲、光、物之刺激而影響。3.有注

意力分配的問題，不會選擇性地注意相關的刺激；也較不

會隨注意焦點的轉變而調整他的注意力，會一直停留在之

前的刺激。（三）記憶力：智能障礙者有程序記憶與陳述

記憶之困難。而且有短期記憶能力的限制，也不會使用記

憶策略來記住所學習過的事物（鈕文英，民 92）。（四）

學習態度：智能障礙者可能受先前失敗之經驗影響，對學

習較無信心，學習動機與意願較低，容易依賴他人來解決

問題，較缺乏自我導向的學習態度（洪榮照，民 90）。 

三、語言方面的特徵： 

在語言方面分語言理解、口語表達與閱讀理解三方面 

分別敘述：（一）語言理解：無法理解他人口語訊息的重

點，對同音異義字欠缺區辨能力，對抽象訊息即指令的理

解更是困難（林寶貴、張正芬、黃玉枝，民 81）。（二）

口語表達：智能障者之口語表達常有構音障礙現象，常使

用娃娃語、單字、簡單的詞語，較不會連結成句子，且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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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主動問候。（三）閱讀理解：對具有文意脈絡的文章，

有理解困難現象。 

四、情緒/行為方面的特徵： 

由於常常經驗到失敗，自我觀點較低；自己內在掌握

的發展較一般人遲緩；較容易緊張、焦慮；人際關係較差，

不易被同儕接納（洪榮照、張昇鵬，民 88）。 

總而言之，中重度障礙的學生往往會伴隨有一些學習

上的困難。他們比起一般學生的學習速度慢上許多，對於

他們所學習到的技能也較不容易長期維持，並且也不容易

舉一反三地將某一情境下所學習到的技能類推到其他情境

來使用。同時，他們也不容易將個別學習到的技能進行整

合運用（ Alper, 1996）。 

 

貳、智能障礙兒童的學習需求 

依據教育部（民 88）頒布之「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課程綱要」，智能障礙學生的課程涵蓋

六大領域，包括生活教育、實用語文、實用數學、休閒教

育、社會適應與職業適應六大領域，特殊教育教師必需依

據學生個別差異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實施適性教學。 

在融合教育的理念之下，特教班學生與普通班學生的

融合形成一股潮流與趨勢，提供特教班學生與普通班學生

一起學習的機會，以訓練其獨立生活的基本能力，提昇其

與人互動的能力，並增進其社會適應之能力才是最重要

的。茲將其學習需求分學習生活基本能力、與人互動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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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社會適應的能力三方面描述之。 

一、學習生活基本能力 

智能障礙的教育目標首要為養成生活的自理能力。使

他們能靠自己的能力處理一生的生活事務，盡量不依賴他

人，增加社會負擔（郭為藩，民 78）。外國學者柯克與葛

拉格（ Kirk  & Ga l lagher ,1983）也認為中度智障兒童的教育

目標之一為培養其生活自理的技能（ se l f -help  sk i l l s），如

照顧自己的穿著、飲食、梳洗沐浴等（何華國，民 80）。 

二、與人互動的能力 

由於智障者常處於隔離的環境，較缺少與人互動的機

會，當與人互動時有時，會顯得較不得體，久而久之，智

障者建立起迴避反應的態度，以減少不愉快互動機會（吳

訓生，民 88）。因此，如何與人溝通互動，表達需求、滿

足需求，以增加愉快互動的機會，是另一個重要課題。 

三、社會適應的能力 

智能障礙教育的另一目標為培養社會適應能力，如遵

從指示、遵守秩序，了解他人的情緒反應，能與別人合作

及分享等，這些能力皆須透過團體活動的經驗去訓練與學

習（何華國，民 80）。 

由以上討論可知，歸納啟智教育的目標有三大項，其

中一項即為社會的適應，社會適應在教導和同伴和睦相處

的能力，指導重點在於參加社會活動、與他人互助合作、

和睦相處、理解人的權利與要求（黃壽南，民 78）。另外，

必須增進智能障礙者團體生活能力，使他們能適應社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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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必須培養合作習性，使自己成為團體中受歡迎的人（郭

為藩，民 78）。 

總之，這些技能的訓練與學習，在一般的普通教室內

進行，不但可使特殊兒童獲得刺激，並得到模仿學習的機

會，增進未來社會道德能力，更可幫助普通班學生獲得學

習幫助他人的情操（鄭麗月，民 88）。因此，提供啟智班

學生與普通班融合互動機會，必能增進他們未來的適應社

會的能力。 

 

參、智能障礙兒童所需之支援服務 

對於一個重度智能障礙者，可能在其生活的各方面都

需要面面俱到地安排適度的支持服務（ Alper 1996）。依據林

貴美（民 90）所述，智能障礙兒童在融合教育中所需之支

援服務，在國小的部分，包括：一、各縣市需成立區域性

身心障礙教育輔導中心或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設置專業團

隊，提供必要的支援服務。二、以多元安置方式，使所有

身心障礙學生獲得最適當之安置。三、普設資源班，提供

有特殊需求學生獲得適性教學與輔導。四、落實個別化教

育計畫，重視個別差異與特殊需要的存在，協助有特殊需

求學生之適當發展。五、重視無障礙環境的重要，建立無

障礙環境學習環境，並依個案需要提供輔具。六、協調社

政、勞政與醫療單位共同建構完整的支援系統。以上六項

支援服務項目，是台北市教育局所倡導者。  

總而言之，智能障礙兒童在融合教育中，必須增加與

普通班學生互動與溝通機會，以增進其適應未來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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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必須依個別能力狀況在普通教育環境中學習，並

提供其所需支援，以滿足智能障礙兒童的學習需求，是一

個福利國家應營造的環境。  

 

第四節  身心障礙學生在融合教育中學習之相關研究 

 

有關身心障礙學生在融合教育中之學習情形，國內外

文獻皆有實徵研究。本節分國內研究與國外研究來說明。 

 

壹、國內研究 

   在過去，國內有關特教班學生部分時間到普通班上

課，皆為回歸主流的教育模式。回歸主流成功者，即具有

融合教育的精神。例如，陳新昇（民 91）以一位「極重度

肢障在家教育兒童彈性回歸普通班」之個案作研究，發現

個案的學習態度更加積極，並懂得感恩同學和老師，因而

與普通班師生發展良好的社會互動。該研究亦發現一般學

生對極重度肢障兒童的認識也提高，更懂得惜福與積極助

人的道理。普通班老師特教知能與理念也提昇，因此普通

班教師對特殊學生回歸普通班之學習終於改持正面的看

法。  

另一篇研究是王賢雲（民 91）所作之「智能障礙學生

回歸互動之研究」。王賢雲以啟智班一名二年級學生為對

象，進行「智能障礙學生回歸互動之研究」，以合作學習

行動研究為主。其行動方案主要視學生 1.正向的被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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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向的主動行為 3.負向的被動行為 4.負向的主動行為

進行評估行動方案之成效後，透過選擇類化情境並追蹤互

動類化情形去執行。其研究結果發現，合作學習行動方案

可促進智障學生與普通班學生之間的互動。 

此外，曾瓊霞（民 86）在「國小回歸主流的聽覺障礙

學生與普通學生合作學習之成效研究」中發現，在溝通行

為上，國小回歸主流的極重度聽覺障礙學生回歸後能因合

作學習的介入而增加其合適反應，中度聽覺障礙的孩子梗

能主動與人溝通問答，問答內容更加豐富，同時更能被同

儕接納且能減少其不良的上課行為。 

    由以上三篇研究得知：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部分時間與

普通班學生互動機會，能增進身心障礙學生生活適應能

力，是值得推行的教育方式。  

 

貳、國外研究  

西方學者 Cheney 與 Demchak（1996）曾經探討「在

融合教育背景下提供合適的教育」。此篇個案研究目的是

提供特殊教育工作者加強特殊學生成功融入普通班的策

略。讓研究集中在一個郊區三/四年級班上，一位唐氏症學

生 Mitchell 身上。通常他由一位特別指派給他的教學助理

陪同，做特殊教育老師為他所設計的作業。Mitchell 的融

合矩陣顯示一些為達成 IEP 目標所做的教學內容修正與調

整。教學方式改變的結果是 Mitchell 在教室內的舉止改

進，他從事與其他同學類似的有意義的活動，而且他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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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真正有價值的一員。 所謂「融合矩陣」(matrix)是

決定特殊教育學生在普通班需要什麼樣的調整與支援的重

要工具。Mitchell 用的矩陣是由合作團隊在學年開始前訂

定的。是由團隊決定如何調整學生的教學目標來配合普通

班的活動表。由上例可知，利用有系統的計劃程序與合作

可使身心障礙學生成功地融合入普通班。如果身心障礙學

生要成為班上實質的一份子，計劃和持續的支持是非常重

要的，Mitchell 的團隊就是一個融合過程帶來正面效應的

例子。 

另一位研究者 Alper（ 1996）在「中重度障礙學生在

融合教育環境中的課程內容」一書中，提到瑪莉安妮

(Maryanne)是一個 10 歲的小女孩，被診斷具有重度的智能

障礙。Maryanne 遇到挫折的時候會大哭並亂發脾氣。她

可以說話，但是旁人很難聽懂她在說些什麼。而且她的運

動神經(motor)也非常不協調。Maryanne 在國小五年級的

普通班就讀，老師在其藝術、音樂和體育課程方面做適度

的調整以協助她學習。Maryanne 有一位專任的個人（生

活）助理來協助她一整天的生活。並且，這個助理也和普

通班的老師密切地溝通、合作，以為 Maryanne 量身設計

適合她的教學課程。  

另一個案例為 Maureen  15 歲，中度智能障礙，語言發

展遲緩。在自足式特殊班接受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已經長

達 10 年。Maureen  也接受抽離式的一對一語言治療與職

能治療。Maureen 融合後的表現，大有改善，她會以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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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來代替嘶吼表示需求。她說話時，也會輔以手勢說明，

讓人更加了解其意思。Maureen 也能在活動中，藉由同儕

互動與同儕協助來完成工作。其學科整體表現，經由老師

的調整改編，可以適應，並能完成作業。當教師和七年級

普通生對 Maureen 有適當的期許，Maureen 的表現就會更

好。Maureen 在接受融合教育 5 年後，亦即她 20  歲時，

她已從中學畢業。她的家人，在她中學畢業後安排她住在

社區學院的宿舍中且持續接受融合教育。在社會行為、人

際互動方面較能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能學習良好的行為，

能和普通同儕有較高的互動，在和較年長的異性則有一點

互動困難，對自己有較高層次的知覺。在閱讀、數學與其

他學科表現，已可用電腦打出一段句子，也學會用系統化

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在治療服務持續擴展閱讀與字彙方面

的訓練，持續在教育活動中融入職能治療。此外，Maureen

也學會和其他普通生一樣自然的上下樓梯，騎腳踏車，持

續接受眼科醫師的治療，在使用電腦方面的技能也更好。  

簡而言之，Mitchell、Maryanne 與Maureen   都是身

心障礙學生。他們在融合教育中學習，由於得到健全的配

套措施，獲得適當的支援，並展現成功的學習，值得吾人

借鏡。從以上幾篇相關研究發現：為重度障礙學生擬定個

別化教育計畫，依照計畫持續地進行教學，加上足夠的人

力以及各方面的支持或支援，是促使融合教育成功的條件。 

以上第二章，已針對融合教育的源起與理念及回歸主

流與融合教育的異同加以討論，並探討智能障礙礙學生的



 32

學習特徵與學習需求。最後亦討論了身心障礙學生在融合

教育中學習的相關研究。下一章起將說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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