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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學生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研究 

摘  要 

本研究旨探討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情形，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現況，分析

不同背景變項（性別、教育階段、科系、接觸經驗、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的高

中（職）以上學生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差異情形，及

瞭解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和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相關。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方式，以自編「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

態度問卷」為研究工具，進行問卷調查，取得有效樣本為 328 人。所得資料以

描述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加以處理

及分析。綜合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1. 在普通班的學生獲知班上有身心障礙同儕的管道方面，有七成主要來自老

師，一成來自特教老師。整體來說，高中（職）以上學生國中融合教育經

驗佳、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積極。影響接納態度的原因依序為：個人的

特質與（受傷）經驗、教育與接觸經驗及身障同儕特質。 

2. 就性別而言，女生比男生之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正向，且對身心障礙者接

納態度較積極。 

3. 就教育階段而言，大學階段學生比高中階段學生之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正

向，且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較積極。 

4. 就科系而言，高中階段普通科、職業科學生之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無顯著差

異，但大學階段醫學類科比其他類科及文法商教育類科學生之國中融合教

育經驗較正向；高中、大學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無

顯著差異。 

5. 就接觸經驗而言，不論具有國小接觸經驗或家人接觸經驗，其國中融合教

育經驗均無顯著差異；接觸經驗有無、接觸經驗多寡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

度均無顯著差異。 

6. 就國中融合班級類型而言，融合實驗班學生比普通班（班上有身障同儕）

學生之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正向，且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較積極。 

7. 就正負向融合經驗而言，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正向者，對身心障礙者接納

態度也會較積極。 

8.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呈高度相關。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作為行政單位、老師及未來研究之參

考。 

 

關鍵詞：接納態度、融合教育、融合班、融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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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Students’ Inclusive Education Experienc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to the Acceptance Attitudes towar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Chen, Yi-Ching 

 

Abstract 

英文摘要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experience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the acceptance attitudes 

towar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t aim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nclusive experience and the acceptance attitudes among the seni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in different genders, education stages, departments, contact 

experiences, and inclusive classes during junior high school. Also, it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lusive experience and the acceptance 

attitudes. 

The questionnaire of the study was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By 

purposive sampling, there were 328 valid participants. The data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analyzed in term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major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70% students’ acknowledge the disabled peers in the class from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s, 10% from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Overall, the 

senior high school or college students had good inclusive experience, and had 

positive attitudes. The reasons to affect the acceptance attitudes wer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and contact experienc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disabilities. 

2) The females’ inclusive education experiences and acceptance 

attitudes were more positive than males’. 

3) The college students’ inclusive education experiences and 

acceptance attitudes were more positive tha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4) In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experienc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in the senior high 

school. Bu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in the 

college. Especially, students in a college of medicine were more positive than 

others. In the acceptance attitudes towar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in the seni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5) In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experienc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no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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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 what students had contact experienc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or in 

the famil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cceptance attitudes 

towar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no matter what students had or hadn’t contact 

experiences, or had more or less contact experience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6) In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experienc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in 

the acceptance attitudes towar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students in the 

inclusive experiences classes were more positive than the general education 

students. 

7) The more positive inclusive education experienc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the more positive acceptance attitudes towar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ere. 

8)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experience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the acceptance attitudes towar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t las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it advances suggestions as to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teachers, and the further researches. 

 

Key Words: acceptance attitudes, inclusive education, inclusive class, 

inclusive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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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研

究。本章共分為四節，以下就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名詞釋義及研究限制分別詳細描述。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回溯融合教育的歷史發展，首先是1960年代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 

ization）與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訴求，接著是1970年的回歸主流

（mainstreaming）思潮，到了1980年代初期，普通教育革新（Regular 

Education Initiative, REI）的主張出現了，接著1990年代初期進一步興起

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運動，至1990年代中期，興起完全融合

（full inclusion）的理想，目前整個特殊教育的安置型態已逐漸從隔離安

置的措施，走向融合安置的發展趨勢，回歸主流（mainstreaming）已逐

漸為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或者完全融合（full inclusion）所取

代（吳武典，1995、2005）。因此，「融合」可說是二十世紀末在國際間

廣為討論的新興議題，不僅大幅度佔據教育研究領域，更滲入許多國家

的教育政策核心（張嘉文，2008）。 

我國自民國 73年制定特殊教育法後，分別於民國 86年及 98年進行

大幅度的修訂，其內容緊扣著身心障礙學生的安置與輔導應適性並融合

在一般環境中提供相關服務，足見融合教育的精神已孕育其中。尤其是

民國 98 年全面修正通過的新法（民國 103 年又針對部分條文進行修訂）

其中第十八條：「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

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精神（特殊教育法，2014）。」

其中「無障礙」及「融合」正式成為法定名詞（郭美滿，2012），亦呼

應這股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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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融合教育的實施，始於民國 56 年所實施之視覺障礙學生混合教

育；民國 67 年起開始推動國民中小學，增設單類或跨類（不分類）資源

班，增進身心障礙學生在融合的環境下接受教育的機會，至 101 學年度

止，從學前到高中分散式資源班的設置已多達 2496 班，是目前最多的特

教班級型態，佔一般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教班 51.79%，與 91 學年度相比，

近 10 年分散式資源班成長 161%；另外，由人數來看，101 學年度約有

八萬名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於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僅有約一萬人在自足

式特教班就讀（教育部，2013b）。由此可知，融合教育已逐漸落實於一

般的環境中。 

民國 73 年特殊教育法（1984）第五條指出「各階段之特殊教育，除

由政府辦理外，並鼓勵民間辦理」，且第九條亦指出「師範大學、師範

學院、教育學院、師範專科學校或設有教育系、所之大學，為辦理特殊

教育各項實驗研究，並供教學實習，得於其附屬中、小學或幼稚園設特

殊教育實驗班」。民國 86 年修正特殊教育法（1997）第九條亦陳明「各

階段之特殊教育，除由政府辦理外，並鼓勵或委託民間辦理。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對民間辦理特殊教育應優予獎助」。此民國 78 年新竹師院特教

系以「聽障、語障幼兒與普通幼兒融合之研究計畫」實施學前融合教育

實驗（以下簡稱融合實驗班，特指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生人數比例為 1：

2 或 1：3 之班級類型），後於民國 83 年將實驗延伸至國小階段（吳淑美，

2004b）。之後各公民營單位紛紛設立學前、國小融合實驗班，如：民國

84 年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附設學前班、民國 86 年省立台中啟聰

學校幼稚部融合實驗班、民國 86 年省立彰化啟聰學前融合實驗班、民國

87年大津融合教育中小學實驗班等，而本研究調查之國中融合實驗班亦

在此歷史背景下於民國 89 年成立。 

由法規的修改及班級的數量比重來看，過去以隔離為主的教育模式

已被摒棄，當代以融合教育為主流，更確切地說，是以分散式資源班為

主要安置形式，而以「融合」為名的融合實驗班則以非營利或另類學校

形式，存在於目前的教育體制中，但為何融合實驗班無法推廣，一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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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實驗階段？為何後來部分融合實驗班必須停辦？一直是研究者心中非

常疑惑的地方。 

資源班模式與融合實驗班，在班級成員、安置及相關規定方面稍有

不同。依據研究者十年的教學經驗歸納出，資源班模式之身心障礙學生

每年 12 月左右由教育局鑑輔會先安置至各校，隔年五月學校註冊組會針

對來報到的學區內普通生進行編班作業，並考量身心障礙學生排課需求

進行特別編班，但每班至多安排身心障礙學生 3 人，另依身心障礙學生

障礙情況及服務提供情形的不同而酌減班級人數；融合實驗班之身心障

礙學生有些是由教育局鑑輔會安置，有些則是由實驗單位自行進行篩

選，普通生的部分是由普通生及其家長主動提出申請並經學校以團體測

驗或晤談方式公開甄選，在人數方面，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生人數有約

有 1：3 之固定的比例。由於參與融合教育的普通生來源有極大不同，

因此，本研究係想了解國中時期班上有身心障礙學生的普通生與主動參

與甄選的實驗班普通生，其融合教育經驗偏屬正向或負向？兩者間的融

合教育經驗的狀況如何？是否有顯著差異？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經教育政策規畫出來的融合教育環境，使普通生能夠與身心障礙學

生一同成長，國中小廣設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較容易在校園內遇到，

上了高中後，部分認知輕微缺損的孩子被安置到高職特教班，且身心障

礙學生學業表現普遍不佳，不論透過十二年安置或十二年國教，經篩選、

分類後，所謂明星高中之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更少了。因此國中時期在普

通教師與特教教師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生活適應與學習、協助普通生了解

並關懷身心障礙學生的過程中，是否能因此塑造出較具關懷弱勢族群的

青少年？是否對身心障礙者較接納？或是否因與身心障礙者相處的經

驗，反而使普通生對身心障礙者退避三舍？以目前對融合教育的成效研

究較難有此結論，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有學者指出與身心障礙者有直接的接觸經驗，能增進對身心障礙者

的態度（朱敏倫，2010；李玉琴，2002；杞昭安，1995；林春嬿，2011；

林真鍊，2004；張照明，1996；陳姿諭，2012；陳鳳雅，1996；曾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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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黃馭寰，2002；葉振彰，2006；Yazbeck, McVilly, & Parmenter, 

2004）；但亦有研究持不同看法（邱佩瑩，1994；邱鈺喬，2003；彭源榮，

2003；黃富廷，1995；黃翠琴，2005；羅于宣，2013；Goodspeed & Celotta, 

1982）。本研究想更深入瞭解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與接觸有無、接觸

多寡及接觸時的正負向經驗是否有相關，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研究者檢索國內與融合教育相關之研究發現高達236筆，由國內相關

研究數量眾多可略推，國內特殊教育對融合教育重視程度。自民國100

年至民國103年之融合教育研究就有56篇，以研究對象來說，教師居多（38

篇）、而課程（6篇）、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家長（6篇）、政策與現況（5篇）

次之，普通生（0篇）、專業團隊（1篇）的研究很少；以研究階段來說，

大多著重學前及國小（共43篇），國中次之（11篇），高中及其以上（1

篇）很少。本研究針對國中時期有融合教育經驗之高中（職）以上普通

生進行研究，正好可以補足過去研究之不足，此為研究動機之四。 

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常會影響身心障礙者所受到的處遇。教

師與同儕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與看法，會影響身心障礙者在自我概念、

學習、社交方面的成長（吳武典、簡明建、王欣宜、陳俊隆，2001）。目

前對身心障礙者的服務趨勢是倡導融合，無論是在學校裡、在工作職場

中，與身心障礙者的接觸機會是與日俱增的。基於以上因素，激發研究

者想了解曾於國中時期接受融合教育的普通生是否會因曾經與身心障礙

者共同學習而影響其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度，同時還希望藉此供未來政

府在擬定融合教育政策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節分為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二部分，以探討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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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三： 

一、 瞭解高中（職）以上學生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情形及對身心障礙者接

納態度現況。 

二、 瞭解高中（職）以上學生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的差異情形及對身心障

礙者接納態度的差異情形。 

三、 瞭解高中（職）以上學生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的差異及相關情形。 

 

貳、 待答問題 

針對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下列待答問題： 

一、 高中（職）以上學生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情形為何？ 

二、 高中（職）以上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現況為何？ 

三、 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的差異情形為何？ 

四、 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的差異情形為

何？ 

五、 不同融合教育經驗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的差異情形為

何？ 

六、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是相關情形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提及之重要概念包含「高中（職）以上學生」、「融合教育」、

「融合教育實驗班」、「融合教育經驗」、「接納態度」，茲將定義列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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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高中（職）以上學生 

    本研究指稱高中（職）以上學生，係指自民國 96 年至 102 年自國中

畢業之普通生，目前正在就讀高中／高職一年級至三年級，大學一年級

至四年級、或專科生一年級至五年級之普通生，不包含研究所（含）以

上學生。 

 

貳、 融合教育 

    美國全國教育重建及融合教育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Inclusion, NCERI, 1994）將「融合教育」定

義為「對所有學生（包括障礙程度嚴重者）提供公平接納而有效教育的

機會，將其安置在其住家附近學校合乎其生理年齡的普通班級，提供班

級、教師與學生必要的支持、輔具與相關服務，並協助個別化的課程調

整，以確保學生在課業學習、行為能力和社會能力的成功，使學生爾後

能在社會上正常生活、充分參與社會並有所貢獻。」。 

    本研究所指融合教育係指在國中教育階段之普通班級內，同時有普

通生與身心障礙學生，除共同學習普通教育課程外，另提供身心障礙學

生所需的協助與相關服務，以確保他們在課業學習、行為能力和社會能

力的成功，使它們爾後能在社會上正常生活且充分參與社會。以目前國

內實施融合教育的方式可以細分為二，一為資源教室模式（身心障礙學

生在普通班受教，但部分學科或特殊需求由特殊教育教師以抽離或外加

方式提供）、一為普特生人數有固定比例之融合教育實驗模式。故本研究

以此兩種融合教育模式為主要研究班型。 

 

參、 融合教育實驗班 

    Stainback 與 Stainback（1992）將融合教育分為社區模式（Com 

munity-based model）與合作模式（collaberative model）。吳淑美（2000）

則進一步指出合作模式融合教育之特色為：（1）普通班及特殊班之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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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上有普通生及身心障礙學生按一定比例混合；（3）普通及特殊教

育教師之合作教學。國內融合教育實施方式主要採資源教室模式，少數

學校則採合作模式融合教育，以特殊實驗班級型態經營。 

本研究所稱融合教育實驗班係指新竹市某一國中融合教育實驗班，

其班級成員中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生有固定 1：3 之人數比例關係。班級

定位屬於集中式特教班，特教通報網分類為「不分類集中式」，與分散式

資源班略有不同。 

 

肆、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本研究所稱國中融合教育經驗係指研究對象填寫自編「融合教育經

驗」分量表的結果。問卷內容分為兩部分，一為封閉式選項，共 2 題，

目的在了解進入融合教育班級時的資訊獲知狀況；另一為李克特氏

（Likerts Scales）量表選項，每個題目有五個選項，共 26 題，分為三個

向度：生活互動、學習互動、認知態度，主旨在回溯國中時期研究對象

與身心障礙同學生活與學習互動情形，及當時的想法與感覺。 

以量表平均總分為區分標準，個人填答總分高於平均總分，表示其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正向，即較能了解並能共同執行融合教育的內涵，

對環境、對人的觀察較敏銳、體會也較深；反之，個人填答總分低於平

均總分，則表示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負向，即較無法了解並執行融合

教育的內涵，對環境、對人的改變較不感興趣。另以單題平均值瞭解不

同班型的融合經驗狀態，以作為描述統計分析用。 

 

伍、 接納態度 

    本研究之接納態度係指對研究對象填寫自編「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

度問卷」之結果，問卷內容共 25 題，分為三個向度：情感、行為、認知，

主旨在確認研究對象對身心障礙者目前的認知、感覺及可能之行為反

應。以李克特氏（Likerts Scales）量表方式呈現，每個題目有五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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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填答總分愈高，表示其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愈高；反之，填答總

分愈低，表示其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愈低。另以以單題平均值瞭解不

同班型的接納狀態，以作為描述統計分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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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是想了解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

情形。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融合教育」、第二節為「態度理論

基礎與評量方式」、第三節為「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第一節   融合教育 

由於缺陷論點的式微和學習典範的轉移，對身心障礙者的教育服務

模式之議題也由純粹針對個人或針對環境，轉變為對個人與環境互動所

產生影響的關懷，其中人類潛能發展說、社會建構論、教育基本價值論、

正常化和社區統合原則、環境準備說、個人自由原則、社會正義公平、

多元文化教育理念、自我決定等理念匯聚推動了融合教育的思潮（吳武

典，2005）。以下將針對融合教育意涵、沿革、模式及國內國中融合教育

實驗班概況分別詳細描述。 
 

壹、 融合教育的意涵 

融合教育的產生，是對以往隔離安置政策的反思，並受到多元文化

教育理念和社會建構論的影響，在國際組織的宣導努力下，逐漸落實（劉

博允，2000）。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agnization, UNESCO）1994 年 6 月在西班牙薩拉曼卡（Sala- 

manca）召開世界特殊教育會議發表「薩拉曼卡宣言」，文中特別倡導「融

合教育」的理念，向全世界表達應接納身心障礙兒童並充分考量兒童特

質與需求的殊異性，建立融合學校，提供身心障礙兒童受教的平等權利

和機會，對全體兒童與教育效能也有助益（吳武典，2005；Sandall & 

Schwartz, 2002/ 2008）。 

美國全國教育重建及融合教育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Inclusion, NCERI, 1994）針對各州實施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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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進行調查，將「融合教育」定義為「對所有學生（包括障礙程度嚴

重者）提供公平接納而有效教育的機會，將其安置在其住家附近學校合

乎其生理年齡的普通班級，提供班級、教師與學生必要的支持、輔具與

相關服務，並協助個別化的課程調整，以確保學生在課業學習、行為能

力和社會能力的成功，使學生爾後能在社會上正常生活、充分參與社會

並有所貢獻。」 

Stainback 和 Stainback（1992）指出融合教育的特徵為： 

（1）每位學生都有依據自己能力學習的權利，不應有任何理由受到差別

待遇，但個別差異需受到尊重，以有更好的學習機會。 

（2）課程必須經過調整或擴張，以符合每個孩子的需求，班級內個別差

異的特質更可提供一個自由、豐富、更新的教學資源。 

（3）不是把學生抽離，再給予特殊服務，而是要把需求帶進來給學生，

包含鼓勵自然的支持網絡、調整教室生態、教師角色以促進與支持

學習為主、促進對個別差異的理解、彈性開放且具啟發的教學。 

國內學者吳淑美（2004b）指出「融合」一種統合的過程，是使大多

數身心障礙學生可以進入普通教室成為普通班一分子的教育學習方式，

是特教老師走向孩子，而不是孩子走向教師；完全融合比融合更進一步，

指的是不分障礙類別及輕重，都可進入普通班。吳武典（2005）認為真

正的「統合」（integration）或「融合」（inclusion）不只是空間上的合（特

殊兒童與普通兒童身處一室），還包括社會的合（互相接納）與教學的合

（即課程的彈性）。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所述，「融合教育」係指所有在普通班的學生（包

含身心障礙學生）均要依據其能力及個別差異將特殊需求服務帶入教

室，使學生能完全參與，以同儕合作學習、教師合作教學、多元評量、

行政支援及父母參與，共同執行個別化教育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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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融合教育發展沿革 

  國外對身心障礙兒童態度之演變，在歷史上大致可分成四個階段

（Kirk & Gallagher, 1983；引自何華國，2007）：第一階段：基督教興起

之前，障礙兒童常受到漠視、虐待與摒棄；第二階段：基督教擴展時期，

他們則受到保護與憐憫；第三階段：十八、十九世紀養護機構的興起，

提供障礙兒童隔離的教育；第四階段：始自二十世紀後葉，接受身心障

礙兒童讓他們儘可能回歸社會主流的運動，逐漸蔚為當代風尚。 

身心障礙兒童的教育源於慈善教養機構，直到 1960 年代，北歐國家倡導

人權的理念開始有了轉變，出現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和正常

化（normalization）等訴求，目地就是將身心障礙學生從大型養護機構中

解放出來，讓他們也有受教育的機會（邱上真，1999）。Dunn 於 1970 年

代，啟動了回歸主流思潮（mainstreaming）思潮，他認為很多特殊班的

學生應可在普通班學習，普通班教室亦可提供適當的個別化教學（吳武

典，2005）。義大利更在 1971 年即立法通過實施融合教育，於 1977 年立

法廢除特殊教育班，開始實施完全融合教育（林貴美，2008）。1980 年

代美國興起普通教育革新（Regular Education Initiative, REI）的主張，建

議將輕度障礙學生安置於普通班，將特殊教育併入普通教育中，強調藉

著提升普通教育的品質，以減少特殊教育需求的人數，其宗旨為儘量將

輕度、中度的身心障礙兒童放入普通班級，直接在普通班級中提供特殊

教育服務，並減少抽出教室的措施（吳淑美，1999、2004b；邱上真，1999；

黎慧欣，2006）。1990 年代初期更進一步興起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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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上真，1999）。到了 1990 年代中期，興起完全融

合（full inclusion）的理想，倡導不管身心障礙學生的類別及其程度如何，

都以安置於普通教育的環境下為原則（吳武典，2005）。 

融合國際組織（Inclusion Internation）也在 1995 年至 1998 年間「以

所有人都有受教權利」（Education for All）和「融合教育」（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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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兩個教育主題作為宣導重點，提倡世界各國不但要保障兒童

教育權，同時全力支持讓所有兒童在「普通教育」系統內接受教育（王

天苗，1999）。2000 年之後則以「教育自決」、「充分授權」給障礙者，

並尊重其「自我決定」為未來之趨勢（邱上真，1999；秦麗花，2000）。

研究者整理 1970 年至 2006 年間國際上較具意義的法案或宣言，如下表

二-1： 

表 二-1 國外融合教育重要法案或宣言及其代表意義 

國外融合教育重要法案或宣言及其代表意義 
年代 相關法案或宣言 意義 

1971  聯合國「智能不足者權利宣言」  

1975 聯合國「障礙者權利宣言」 呼籲世界各國提供身心障礙者「機會均等」、「全面參

與」與「回歸主流社會的權利」 

美國「障礙兒童教育法案」 

（the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 P.L. 94-142） 

以「最少限制的環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LRE）作為安置特殊兒童的原則，使得原先被屏除在

公立學校之外的身心障礙學生，得到與普通學生一起

學習的機會與教育權益，此法案對於教育安置型態逐

漸從隔離安置措施走向融合安置，影響最大。 

1982 加拿大蒙特婁 

「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 

（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 

擬定了特殊兒童安置在普通班的方案，此措施影響了

美國特殊教育發展的傾向 

1990 美國「身心障礙美國公民法案」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 

闡明學前機構應落實融合教育，不能拒絕特殊需求幼

兒進入機構就學，並應在環境、課程與教學方面加以

適當的調整 

 

IDEA 法案強調美國州政府須對州內 6-17 歲的身心障

礙學生提供特殊教育 

1991 身心障礙者教育法案 

（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 

1993 聯合國會員大會通過 

「障礙者機會均等實施準則」 

第六條明示普通教育有責任提通身心障礙者融合教

育，並在學校體系中給予障礙者必要的支持性服務以

及教師所需的支援系統，而且只有在普通學校體系無

法滿足身心障礙者的特殊需求時，才考慮提供特殊教

育 

199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西班牙召開世界特殊

教育會議並提出「薩拉曼卡宣言」 

重申身心障礙者的教育權，並特別宣揚融合教育的理

念。 

1997 

2004 

2006 

美國「身心障礙者教育法案」 

（IDEA） 

重申了最少限制環境的教育安置原則，並直接言明所

謂最少限制環境即指一般非障礙生受教育的場所，強

調身心障礙學生必須和非身心障礙學生一起受教育，

此一規定更清楚把融合教育的理念寫入於法律條文

中。該法案的持續修正、通過與執行，成為全美各州

在二十一世紀辦理特殊教育最主要的法律依據。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吳武典（2005）；邱上真（2004）；孟瑛如（2013）；林貴美（2000）；

劉博允（2000）；鄭麗月（1999）；Sandall & Schwartz（200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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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推行融合教育的背景因素與國外並不相同：西方主要受到民權

運動的影響，而台灣則是由於受到美國及國際間教育思潮的影響，並為

了進行特殊教育改革，於是在立法和政策研擬的過程中，逐漸朝向融合

教育的精神（劉博允，2000）。但我國與國外特殊教育發展之軌跡大致相

同，特殊教育之興辦多由私人開創於先，再由政府致力於後；服務對象

先始自聾、盲等兒童，再漸次擴及智能不足、肢障、資賦優異等其他類

別（何華國，2007）。 

民國73年頒布特殊教育法，後於民國86年重新修正通過，並在民國

87年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揭示「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兒童，應與普通

兒童一起就學為原則」，身心障礙學生接受融合教育的權利才有了法律保

障，融合教育也就成為身心障礙學生的權利，和學校方面的義務。教育

部（2013a）特教統計顯示102學年度上學期安置於一般國中（分散式資

源班、巡迴輔導班、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的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共有

21,772人，占全部人數的85.56%，可見大多數身心障礙兒童受教育的主

要場所是以一般學校普通班為主，而接受特殊教育安置的身心障礙兒童

僅佔少部分。研究者整理國內融合教育發展歷程如下表二-2。 

表 二-2 國內融合教育的發展歷程 

國內融合教育的發展歷程 

時間 融合教育大紀事 備註 

1961 

以後 

一般學校開始設立自足式的特殊教育班級。  

1966 省立台南師專設立「台灣省視覺障礙兒童混合教育計劃師資訓

練班」。 

 

1967 實施全國視障兒童混合教育計畫（原稱盲生就讀國教計畫），將

視覺障礙學生安排在普通班中，由受過一年專業視障教育訓練

的巡迴輔導教師定期前往輔導。 

國內最早採取巡

迴輔導的安置型

態，揭開障礙兒

童混合教育的序

幕。 

1975 台北市在新興國中成立「聽障資源教室」。此後，台北市國中小

啟聰班大多採取資源教室方式的型態，進而影響其他縣市。 

國內普通學校設

置「資源教室」

之始。 

1978 頒布「台灣省國民中學成立資源教室（班）之規定事項」， 設立資源教室最

早的依據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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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開始推動國民中小學，增設單類或跨類（不分類）資源

班，增進特教學生在融合的環境下接受教育的機會，先國中再

國小，先單類後不分類。101學年度學前階段22班，國小階段1521

班，國中階段768班，高中職階段185班，共計 2496班。 

分散式資源班為

目前最多的特教

班級型態。 

高雄市福東國小成立構音諮商室（民國69年改為資源教室）  

1984 特殊教育法頒布，台北市、高雄市開始擴充各類型資源班。  

台北市永樂國小成立語障資源班。至101學年度僅有1所國小附

設語障資源班，班級數共計1班。 

國內最早成立的

語障資源班 

大專院校開始成立資源教室服務  

1986 輔仁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附設托兒所進行學前身心障礙幼兒與

一般幼兒混合就讀計畫。 

 

1989 新竹師院附設實驗小學學前特殊教育班，實施融合教育實驗（學

前聽障、語障融合實驗研究計畫），班上一般幼兒與特殊幼兒比

例為2：1，以特殊實驗學校型態經營。 

 

1991 高雄市瑞豐國小及內惟國小、台北市中山國小成立自閉症資源

班，以安置於普通班或啟智班的中、高功能的自閉症學生為服

務對象，提供巡迴輔導。 

100學年度起停

招 

1992 新竹師院附設實驗小學學前融合班正式實施，持續至今。 開啟體制內學前

階段融合教育班 

1993 高中職開始設置資源教室。  

1994 新竹師院附設實驗小學學前融合班延伸至國小階段。 國小融合班 

台北市在15所國民中學成立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提供輕度

障礙學生更為融合的教育安置方式。 

 

1995 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於附設學前班實施身心障礙幼兒與

一般幼兒融合教育計畫。 

 

1997 修訂公布「特殊教育法」。  

部分公立幼稚園開始進行5歲特殊幼兒的融合試驗班級教學。  

新竹師院附設實驗小學正式設立國小融合班，持續至今。 體制內國小融合

實驗班 

台中啟聰學校創立幼稚部融合教育實驗班，招收一般幼兒與智

障幼兒按3：1比例混合安置。 

反融合班 

彰化啟智學校成立學前融合教育實驗班。 100學年度起停

招 

1998 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全面實施融合教育，特殊幼兒

學生安置由鑑輔會分發至公立幼稚園，再由教育局派特殊教育

巡迴輔導員（教師）到校輔導。 

 

財團法人融合教育文教基金會於高雄縣大津國小成立「大津融

合教育中小學實驗班」，採混齡分班，普通生與身心障礙學生比

例為10：1，民國91年遷至田寮國小，更名為「融合中小學田寮

實驗班」，於民國92年提早結束原本的10年實驗計畫。 

第一個體制外學

校從事融合教育

實驗，現已停辦 

2000 教育部特教推行小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建議中小學應普

設資源教室或資源班。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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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立育賢國中與新竹師院吳淑美教授合作，實施國中融合

班實驗計畫，招收普通生與身心障礙學生按3：1比例混合安置，

持續至今。 

體制內國中融合

實驗班成立 

新竹市公立小學學前特幼班全面實施融合教育。  

2001 實施身心障礙學生12年就學安置，增加國中畢業身心障礙學生

接受高中職教育之機會。 

 

2003 彰化啟智學校試辦國小融合班，招收普通生與身心障礙學生按

2：1比例混合安置。 

試辦七年，民國

99學年度停招 

2004 修訂並公布「特殊教育法」  

財團法人福榮融合教育推廣基金會在新竹成立體制外國中融合

班，同年融合校區落成，學前、國小、國中開始在竹大附小融

合校區上課。 

體制外國中融合

實驗班成立 

2006 彰化啟智學校招收高職融合班（幼兒保育科），招收普通生24名。  

2007 開始實施大學校院(得)辦理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考試。另為協

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設置資源

教室及相關輔導經費。 

 

2009 大幅修正特殊教育法，明定特殊教育朝向融合教育發展。 之後依據修正後

的特教法，全面

修訂其細則及相

關施行辦法。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有愛無礙（2009）、吳淑美（1998、2001、2002、2004b）、李翠玲

（2006）、孟瑛如（2013）、林素貞（2009）、林貴美（2000）、唐宗浩（2003）、國

立彰化啟智學校（2010a、2010b、2011）、教育部（2013b）、曾俊凱（2006）、鈕

文英（2000、2002） 

 

由上表可知，國內融合教育由視障巡迴輔導方式展開，後來紛紛設

立單類資源班，目前則以分散式資源班形式為主，由此顯示，國內身心

障礙學生的安置型態也逐漸朝向聯合國以及國際組織所呼籲的融合教育

的方向邁進。至於融合教育實驗班（班上普通生及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採

比例方式）及反融合班（特殊學校中招收普通生）則於民國80年後陸續

以實驗方式成班，且多以非營利或另類學校方式經營，班級定位屬於集

中式特教班，特教通報網則將其分類為「不分類集中式」。 

發展至今，融合教育注重的是身心障礙學生能完全參與並從中獲

益，強調以學生為本，並透過適當的評估以保障其教育績效（吳武典，

2005）。目前國內普通教育正在實施與討論十二年國教，其倡導之差異化

教學與合作學習方式，目的在提供一個均質化的教育環境，使每位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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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在課堂上學習，與融合教育所倡導的理念正不謀而合；而特殊教育

正在實施之特教新課綱以普通教育課程為身心障礙學生設計課程，其主

要目的在於因應融合教育需與普通教育之接軌需求，甚至可以讓安置在

隔離式特殊教育學校（班）的學生有實施融合教育的空間。原本壁壘分

明的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感覺上有了共同的目標，而孔老夫子「有教

無類」、「因材施教」的理念，似乎可以藉由這次的教育改革而體現。 

 

參、 融合教育模式 

  融合教育是透過整個學校環境的小小改變和教師的積極參與，使身

心障礙兒童在自然環境中獲得支持，使其能力浮現，障礙減除（吳武典，

2010）。那麼該如何實施融合教育呢？以下將融合教育模式依據教師所扮

演的角色、學生學習的方式、學生比例及融合程度提出說明。 

 

一、 根據教師所扮演的角色 

一般來說，教導身心障礙學生的人員除了特教教師外，另有普通教

師及教師助理員，因此依據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有多種搭配方法，

並形成不同的融合教育模式。 

美國全國教育重建及融合教育研究中心（NCERI, 1994）提出融合教

育的模式可區分為五種：小組模式（team model）、協同教學諮詢模式

（co-teaching consultant model）、平行教學模式（parallel teaching model）、

協同教學模式（co-teaching model）、資源教師模式（methods and resource 

teacher model）。美國學者 Elliott 和 McKenny 於 1998 年提出四種較為成

功的融合教育模式（Wolery & Wilbers, 1994/ 2010）：諮詢模式

（consultation）、小組教學模式（team teaching）、助理服務模式（aide 

services）、資源教室模式（limited pullout service）。研究者依上述學者分

類，將教師角色依特教教師與普通教師合作方式另分為四：（1）特教教

師為抽離式課程主要教學者，同時提供普通教師協同教學或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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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教教師與普通教師同在一個教室內，分別扮演不同角色；（3）普

通教師為主要教學者，並有教師助理員協助，特教教師定期入班觀察；（4）

特教教師提供諮詢服務。詳細整理如下表二-3。 

 

表 二-3 依據教師扮演角色的融合教育模式 

依據教師扮演角色的融合教育模式 

教師角色 NCERI（1994） Elliott ＆ McKenny（1998） 

特師主教，同時提供 

協同或諮詢 

資源教師模式 

協同教學諮詢模式 

資源教室模式 

特師＋普師 

在同一教室內 

小組模式 

平行教學模式 

協同教學模式 

小組教學模式 

普師主教＋教師助理員 

＋特師觀察 
-------- 助理服務模式 

特師提供諮詢 -------- 諮詢模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NCERI（1994）、Wolery & Wilbers（1994/ 2010） 

 

    由上表可約略看出 NCERI 較強調特教教師與普通教師的合作，

Elliott 與 McKenny 則於教學過程中加入教師助理員的角色，且特教教師

的角色較多元，由直接教學至諮詢服務，介入情形由深至淺。檢視目前

國內融合教育現況，多採資源教師模式或助理服務模式，諮詢模式則多

出現在巡迴輔導或安置於普通班接受間接服務的學生中，至於小組教學

模式則鮮少採用。 
 

二、 依據學生學習的方式 

美國全國教育重建及融合教育研究中心（NCERI, 1994）提出六種在

普通班時實施融合教育的方式： 

1. 多元教學（multi-level instruction）：在相同的課程中實施不同類型的

學習，採取不同的教學方法，進行不同的學習活動和評量方式，並且

接受學生以不同的方式展現學習的成果及學習成效。 

2.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採取異質分組，強調小組合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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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員彼此合作、學習，達成小組的目標，增進友誼。 

3. 活動本位的學習（activity-based learning）：強調自然情境中的學習機

會和實際工作成果，將學生的個別化目標融入在自然情境中的學習機

會，不僅參與班級活動，也鼓勵參與社區中的活動，並且邏輯性的運

用事件中的前因與行為後果，同時強調發展功能性的技能。 

4. 精熟學習與成果本位的學習（mastery learning and outcomes based 

education）：強調學生應學習的內容，提供充分的機會、時間讓學生精

熟，配合學生的特質和學習風格，實施在學習、再教學的循環歷程。 

5. 科技的運用（technology）：運用電腦和科技產品（如：輔具）以配合

學生個別學習速度與需求，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 

6. 同儕輔導和個別教學（peer support and tutoring programs）：藉由同儕

的支持、協助和指導，而增進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 
 

三、 依據融合程度及學生比例 

融合有程度上的差別，依據 Waldorn（1996）的看法，融合教育的融

合程度至少可以分為下列四級： 

1. 第一級：只有輕度身心障礙者全時參與普通班課程：中度、重度

待在普通學校中的特殊班。 

2. 第二級：輕度及中度全時參與普通班，減少抽出教室時間；重度、

極重度待在普通學校中的特殊班。 

3. 第三級：除了重度，所有學生都參與普通班，與同年齡同儕一起

學習。 

4. 第四級：不管其障礙程度為何，所有學生完全進入普通班。專家

及助理在教室中協助最需要幫助的學生，普通班教師負責安排特

殊學生的學習。 

 

另有學者依學生障礙程度及進入普通班的時間將融合教育分為：完

全融合、部分融合、活動融合、或資源融合（黃世鈺，2002；Cavall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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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ard-Rosa, & Lynch, 1998；Hanson, Morgan, Horn, Sandall, Beckman, 

Marquart, Barnwell, & Chou, 2001；Kochhar, & West, 1996）。「完全融合」

係指不論障礙程度，不論科目或時間，皆與普通生一起接受教育，且身

心障礙學生完全與普通生上一樣的課程，主要安置環境為普通班；而「部

分融合」或稱「活動融合」，其學生於部分學科課程進入普通班級中，主

要安置班別為特殊班；「資源融合」則是將安置於普通環境的身心障礙學

生，分別以不分時間抽離（pull out）的方式，接受具有特殊教育專長的

資源教師之個別指導、或進行個別化教育。研究者將上述學者論點歸納

整理如下表二-4。 

 

表 二-4 融合教育模式：依學生障礙程度及進入普通班的時間 

融合教育模式：依學生障礙程度及進入普通班的時間 

模式 
主要安置

班型 
障礙程度 進入普通班時間 

完全融合 普通班 
不論障礙類別，或以輕度或臨界

障礙兒童為主 
全部科目或時間 

部分融合 

活動融合 
特殊班 以重度障礙兒童為主 部分學科課程 

資源融合 普通班    ------------ 

大部分學科在普通班，部分時

間採抽離方式接受特殊教師輔

導與教學。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黃世鈺（2002）；Cavallaro, Ballard-Rosa, & Lynch（1998）；Hanson 

et al（2001）；Kochhar & West（1996） 

 

    在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生比例方面，Hanson 等人（2001）進一步

指出「完全融合」的普特生比例應完全符合一般人口的自然比例，而「部

分融合」則以 1：1 比例混合。黃世鈺（2002）則認為「完全融合」的

普特生比例應為 3：1，其他則未特別強調。 
 

    綜合各學者論述，融合教育模式大致可分為依教師所扮演的角色、

依學生學習的方式，及依學生比例、融合程度三種實施方式。目前國內

學校融合教育模式大多採資源教師模式、資源融合或部分融合，教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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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從學前到高中都有；學生學習方式則交互參用；至於完全融合或普特

生人數間採比例方式的模式僅以實驗班方式來設立，班級數少且鮮為人

所知，尤其是國中融合實驗班。因此以下先針對國內融合實驗班實施狀

況概略說明，再詳細說明國內國中階段融合教育實驗實施情形。 

 

肆、 國內融合教育實驗概況 

依據特殊教育法（2014）第 11 條明示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

設置特殊教育班之辦理方式有三：（1）集中式特殊教育班、（2）分散式

資源班、（3）巡迴輔導班。由上可知，「融合教育實驗班」並未列於法

定特殊班級內，國內此一模式多以「融合班」名稱出現。 

  研究者整理目前國內實施融合教育實驗之比較，以教育階段來說，

多以學前及國小為主；以實施單位來說，雖大多成立於公立學校，但後

國中部分多陸續停招。至於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鳳山區早期療育發展中

心及鹿港苗圃學園所成立的融合實驗班，研究者尚無法於文獻及網頁中

進一步確認其招生狀況，但因曾被提及實施融合教育實驗，因此仍列於

後。詳細比較結果如下表二-5 所示： 

 

表 二-5 國內實施融合教育實驗之比較 

國內實施融合教育實驗之比較 

實施單位 班級概況 
對象 

年齡 
備註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幼稚部融合教育班 

普通生進入特殊班。 

教師以特殊班編制為主 

幼稚部普特生比約為 2:1，

國小部則為 2:1-1:1 之間 

3-6 歲 86 學年度開始招生，100

學年度起不再招生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國小融合教育班 

6-12 歲 92 學年度開始招生，99 學

年度起不再招生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高職融合班(幼兒保

育科) 

普通生進入特殊學校。 

課程以編制內教師為主要

授課教師，部分科目由鄰近

學校教師協助。 

招收普通生 24 名，身心障

礙學生 8 名。100 學年度計

共有 65 名普通生。 

16-18 歲 95 學年度正式招生，畢業

生全數升學，大多選讀身

心障礙就醫或就養之相關

科系。 

受高中職普設特教班及資

源班，與 101 年高中職免

試入學影響學生來源，向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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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表達更改校名之需

求。 

台中啟聰幼稚部融

合教育班 

普通生進入特殊班。 

普特生比約為 2:1 

3-6 歲  

新竹師院實小學前

融合班 

身心障礙學生融入普通班。 

有特殊班教師及教師助理

員編制。 

3-6 歲  

新竹師院實小融合

班 

6-12 歲  

福榮基金會融合學

校國中部 

體制外融合班 13-15 歲  

新竹市立育賢國中

融合教育實驗班 

普通生進入特殊班。 

教師以特殊班編制為主。 

13-15 歲  

大津融合實驗中小

學 

體制外融合學校 6-15 歲 目前已停辦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

會鳳山區早期療育

發展中心 

體制外融合班 

普通生進入特殊班。 

教師以特殊班編制為主。 

3-6 歲 (不確定目前是否有持續

招生) 

鹿港苗圃學園 體制外融合班 

第一個國小蒙特梭利班 

一位老師主教，二位家長擔

任助理教師 

6-9 歲學

生 

88 年 12 月正式招生(不確

定目前是否有持續招生)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有愛無礙網站（無日期）、吳教授融合教育網站（2004）、國立彰化

啟智學校網站（2010a、2010b、2011）、鈕文英（2000）。 

 

    由上述資料發現無論社福單位或公營單位，多以學前或國小為主，

國中以上的融合實驗不僅數量少且相關研究也很少。因此以下特別針對

國內國中階段融合實驗班的運作情形提出說明。 

 

一、關於大津融合教育中小學實驗班 

  民國 87 年中華民國財團法人融合教育文教基金會與高雄縣政府簽

約設立體制外「大津融合教育中小學實驗班」，學籍分別寄籍於龍興國小

及六龜國中。採混齡分班，根據身心障礙孩子的發生率，普通生與身心

障礙學生比例為 10：1，且身心障礙學生只收輕度或中度，創校時最初

只有 17 位學生（含身心障礙學生），至民國 89 年，約有 17 名普通生，3

名身心障礙學生。至於教師部分，包括班主任有四位專任老師、九位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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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老師和一位生活輔導員，雖然教師均無特殊教育專業背景，但有特殊

教育專家提供諮詢。 

    教學的部分依 Gardner 的多元智力理論來開發學生潛能，採自主學

習（active learning）、主題統整課程、異質性混齡教學（heterogeneous 

mixed-aged teaching）、協同教學（cooperative teaching）、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建構教學（constructivist teaching）、個別化教學

來達到融合教育的目標。 

實施過程有正面成效出現，例如：教師運用多元教學方法並善用社區資

源，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民主、自由的學習風氣，鼓勵學生嘗試和創造；

師生關係親密而平等。後來因大津村村民抗議，民國 91 年遷至田寮國

小，並更名為「融合中小學田寮實驗班」。遷校後全校僅 13 名學生，包

括國中 3 人、國小 10 人，但因（1）課程設計不夠完整與系統，認知學

習進展有限，且未針對身心障礙學生設計合適的課程；（2）法令與政策

的障礙：政府無經費補助，只提供校地、校舍及閒置設備，軟硬體設備

較貧乏，經費來自學費及基金會募款，一學期六萬元的學費，大多數的

家長無法負擔，融合的學生數一直有限；（3）社會大眾的觀望與疑慮：

對外標榜融合、特教，南部能接受這種理念家長不多，以致特教生的比

例超過一半等問題等，民國 92 年暑假前，只剩 3 學生，無法支撐學校運

作，於是提早結束原本的 10 年實驗計畫（李名揚、姜炫煥、簡慧珍、包

希勝，2005；唐宗浩，2003、2004；紐文英，2000、2002a；曾俊凱，2006）。 

 

二、關於福榮基金會融合學校國中部 

  財團法人福榮融合教育推廣基金會與新竹市政府於民國 93 年合作

設立「國中融合實驗班」，設於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融合教育校

區，學生學籍掛在新竹市立建功高中下。依據「國中融合實驗班」與新

竹市政府簽訂的合作契約，由新竹市政府每年提供人事費補助，其餘經

費由實驗班自籌，實驗班之教學與運作均依實驗計畫進行，參與實驗之

合作單位應尊重該實驗之獨立自主性，其獨立運作範圍包括：人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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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費、招生、課程、教學等，但有義務提供實驗計畫及實驗結果。

招生採開放學區，凡設籍於新竹市之 12 歲至 15 歲學生（普通生 18 名；

身心障礙學生 6 名，以輕度為主）皆可向實驗班申請入學。學習上，提

供一個多元智能（尤其強調人際及內省智能的發展）、民主化、人本的教

學環境，透過合作式、同儕教學、活動式及多層次教學，培養學生合作、

問題解決、及主動學習的能力。（有愛無礙，2009；吳淑美，2004a、2005、

2006）。 

    不過，最近該校面臨實驗計畫結束，恐將關閉困境，家長會發起連

署，希望不要關閉；討論後之解決方案有三，一是轉型為「非學校型態

實驗計畫」，但缺點是學費將大幅提高，其次為維持現狀，計畫主持人由

竹教大與教育部協調，此亦是大部分家長所支持的方案，最後才是取消

融合教育實驗（郭政芬，2014）。 

 

三、關於新竹市立育賢國中融合教育實驗班 

  新竹市立育賢國中融合教育實驗班於民國 89 年成立迄今，是國內第

一個也是唯一的體制內國中融合實驗班。以下以學生人數與來源、教師

編制、課程規劃與上課方式三方面詳述（新竹市立育賢國中，2000、2013；

新竹市政府教育局，2002；新竹市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國民教育階段安置

原則，2014） 

（一） 學生人數與來源 

  民國 89 年設班之初，招收普通生 18 名及身心障礙學生（輕度為主）

6 名，共計 24 名，普通生、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比例為 3：1。普通生招收

標準為：（1）家長及學生均要有意願參與實驗教學、（2）普通生智力需

達常模平均數 100 且無行為問題、（3）生活自理佳、行動方便且無攻擊

性、過動及異常行為；身心障礙學生招收標準為：（1）家長及學生均要

有意願參與實驗教學、（2）身心障礙學生之智力不低於常模平均數 3 個

標準差（智商 55）以下、（3）能和普通生一起學習，無攻擊行為，無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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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過動及情緒障礙。自民國 100 年起，改招收普通生 16－20 名及身心障

礙學生（輕中度為主）8 名，普通生、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比例趨近於 2：

1。 

  由於實驗班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已達 6-8 人，為避免再招收到身心障

礙學生，因此早期招考普通生是以智力測驗、性向測驗或標準化測驗為

篩選工具，並進行學生與家長晤談，民國 101 年才轉為以人格測驗及學

校自編測驗為篩選工具，而學生與家長晤談則一直持續進行。身心障礙

學生的部分則由教育局鑑定輔導安置委員會進行安置。 

（二） 教師編制 

  依據新竹市特殊教育班教師授課節數實施要點（2012），各類特教班

國中每班編制教師三人，由於實驗班屬集中式特教班（特教通報網上採

「不分類集中式」班型），因此每班編制教師3名，三個班共9名。民國100

年為符合行政院核定教師課稅配套措施，「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

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2014）第五條第二款指出集中式

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每班設置導師二人，融合實驗班每班均有一位正導

師（由普通教師擔任）及一位副導師（由特教教師擔任），因此專屬於實

驗班的教師為6位（3位特教合格教師，3位一般合格教師），其他課程再

由學校普通班老師支援。 

（三） 課程規劃與上課方式 

實驗班學科部份採分組上課進行，只有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

綜合領域，身心障礙學生全時在原班上課。學科部分大多分成二組（大

小組），若身心障礙學生特質差異極大，甚至會分為三組（大中小組），

每組有一位教師負責，並視需要加教師助理員。 

實驗班設置初期，教師員額採專班專用方式，每位普通教師及特教

教師都要上大組（以普通生及無認知缺損之身心障礙學生為主）及小組

（以有輕度認知缺損之身心障礙學生為主）的課，師資未與普通班交流。

但由於國中採分科教學，且同時具備學科專長及特教專長的教師極少，

因此後來依據學生能力、教師專長授課及教師授課節數進行規劃。大組



 

25 

學生由普通教師授課，在原班上課，授課內容以課本內容為主，考試內

容則以原班試卷為主，特教老師提供直接教學抽離服務、諮詢服務或協

同教學，有點類似安置於普通班但接受特教服務類的學生；中、小組學

生由特教教師授課，其中中組課程偏向原課本教材重整（似資源班的課

程），小組課程偏向實用（似特教班的課程）。為因應融合教育與普通教

育接軌之需求，102 學年度新竹市國中小全面試辦特教新課綱，因此三

組課程目標將更趨一致，但因學生認知能力間仍有差異，課程內容、教

學方式亦調整程度上的差異，故仍維持原三組模式。 

    除了表定課程、分組外，潛在課程亦是很重要的一環，即普通教師

與特教教師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對話、管教的方式，普通同儕間對身

障同儕的看法，與個人實際的協助、相處經驗等，更能使融合實驗班普

通生感受到不同的學習經驗。 

 

伍、結語 

本節主要針對融合教育意涵、融合教育沿革、融合教育模式及國內

融合教育實驗班概況分別進行探討，綜合歸納可知國內外的特殊教育發

展原因不同，但發展軌跡類似，且「融合教育」是目前一致的發展趨勢，

強調讓身心障礙學生在一般的班級也能夠接受特殊教育服務。融合教育

模式大致可分為依教師所扮演的角色、依學生學習的方式，及依據學生

比例、融合程度三種實施模式，國內目前大多採資源教師模式，身心障

礙學生由特教教師抽離出來上課，另外提供普通教師及家長諮詢，而依

普特生比例所實施之融合教育實驗班屬少數。特殊教育界大師吳武典教

授說的好：特殊教育沒有定規，惟有適性而已（吳武典，1998）。若能充

分發揮融合教育意涵與精神，無論何種融合模式，都是一種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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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態度的理論基礎與評量方式 

    態度是人類社會中最常見的心理現象，且在解釋人的社會行為方面

始終占主導地位，因此態度研究在社會心理學中是一個最古老、最重要

的領域（陳昌文、鍾玉英、奉春梅、周瑾、顏炯，2004）。本節分為三部

分，先說明態度的意義及成分，並針對三種常見的態度理論提出詳細說

明，最後再提出二種常用的態度評量方式。 

 

壹、 態度的意義與成分 

一、 態度的意義 

    人們最早將態度視為生理的態勢（physical posture）或身體的姿勢

（body position），近年來則將態度視為一種心理的狀態（mental states）

（杞昭安，1995）。國外學者 Allport 在 1935 年提出一個常見的態度定義，

他認為「態度是一種心理的與神經的準備狀態，是由經驗而組織起來的，

一個人對所有事物以及相關情境的反應，都受到態度引導性與動態性的

影響」（Taylor, Peplau, & Sears, 1997/ 2005）。另有學者認為態度即是對特

定的某一目標的一般性與持久性的正面或負面的情感反應，此反應伴隨

著特定的信念並促使個人對該目標產生特定的行為反應（Lombana, 

1992；Petty & Cacioppo,1986）。張春興（1994）則指出態度是一個人針

對一特定對象所產生的反應，具有相當的一致性與永久性。大部分學者

則認為態度是一種心理上的傾向，對某一特定態度對象（人、事、地、

物、觀點或活動）給予不同程度喜好的看法、評價、感覺，與行為傾向

（何東墀，1998；Eagly & Chaiken1, 1993；McGuire, 1985； Zanna & 

Rempel, 1988）。 

    綜合上述定義可知，態度是對特定目標（人、事、地、物、觀念）

的一種心理與行為傾向，具有相當的一致性與永久性，因此可預測其行

為或習慣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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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態度的成分 

    大多數的社會心理學家都指出態度是由情感（affection）、行為

（behavior）、認知（cognation）（另稱為態度的 ABCs）三個成分所組成

（何東墀，1998；張春興，1994；郭生玉，1998；陳昌文等人，2004；

Taylor, et al., 1997/ 2005；Triandis, 1971），以下詳細說明： 

1. 認知成分 

「認知」指個人對事物之了解情形、知識程度、信念、看法、歸因

及評價，是人們了解和判斷事物的依據，亦是形成情感體驗的基礎。其

中如刻板印象（stereotype）即是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經由口耳相傳而形

成的認知，不一定正確卻頗具影響力。 

2. 情感成分 

    「情感」為個人對態度對象的情緒感覺，同時包含了方向性（正面

或負面）與強度（範圍從非常弱到非常強），例如：尊敬---輕視、喜歡---

厭惡、同情---排斥等。情感的產生通常與經驗有關，且一旦態度深植於

感情中，可能變得很持久。 

3. 行為成分 

    「行為」係指個人對態度對象必須有所行動時的表現，它所表露出

來的是行為準備狀態、持續狀態或反應傾向，受好惡影響，產生趨近、

挑戰、避開或抗拒，可能是明顯的或隱蔽的。 
 

  至於態度與行為間的關係為何呢？在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間「態

度並不一定能預測行為，態度與行為具有某些差距」，這樣的說法不斷被

證實；其中，態度與行為並無相關最有名的研究是 LaPiere 於 1934 所作

關於美國旅館及餐廳接待中國旅客的研究（Baron & Byrne, 1997/ 2000；

DeLamater & Myers, 2007/ 2007）。但 Holland、Verplanken 與 Knippenberg

（2002）實驗研究指出當態度要預測行為時，態度的強度相當關鍵，強

烈態度可以預測行為，微弱態度則沒有；至於微弱態度則是受到行為影

響；此研究證明了態度與行為間有雙面向因果關係，具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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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態度理論 

依據 Triandis、Adamopoulos 與 Brinberg 於 1984 年的看法，態度的

形成是透過學習而來的（何東墀，1998）。個人大多從日常生活的經驗中

逐漸形成態度，有些經驗是間接的，是指經由他人獲得的訊息，如：成

人對兒童的影響，此經驗常易形成刻板印象，是外爍的，且常帶有偏見；

有些經驗是直接的，是指個人親身體驗而來的，其後果的愉快與否常扮

演重要的影響力量；此外，有些宗教信仰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也有影響，

關於輪迴及報應的觀念，對身心障礙者是不利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

態度的形成是經由社會化的過程，家庭、學校、同儕、社區、政府機構

等均會影響個人態度的形成（何東墀，1998）。另有學者指出，態度的形

成與發展，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和直接經驗（direct experience）

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Deaux, Dane, & Wrightsman, 1993/ 1997）。Robert

和 Donn 於 1997 年指出態度是學習而來的，有一小部分的態度也會受基

因影響（Baron & Byrne, 1997/2000）。DeLamater & Myers（2007/ 2007）

則認為態度是向第三者學習來的，第三者包括父母、朋友、大眾媒體。 

整理態度理論，各學者有不同的論述。杞昭安（1995）整理國外學

者提出之理論，將態度改變的理論分為八種：（1）學習理論、（2）社會

判斷理論、（3）平衡理論、（4）認知失調理論、（5）功能理論、（6）訊

息處理理論、（7）一致性理論、（8）自我知覺理論。Shelley、Letitia 與

David（1997）則提出六種態度理論：（1）學習理論、（2）認知一致性（平

衡理論）、（3）認知失調理論、（4）自我知覺理論、（5）其他一致性原則、

（6）預期價值理論（Taylor, et al., 1997/ 2005）。邱鈺喬（2003）、朱敏倫

（2010）整理早期國內學者論述，將態度理論分為三類：學習取向、認

知一致性取向及動機取向。綜合上述，態度理論大致分為學習理論、一

致性理論、自我知覺理論、社會判斷理論、功能理論、訊息處理理論、

預期價值理論等七種之多，整理學者（杞昭安，1995；Taylor, et al., 1997/ 

2005；DeLamater & Myers, 2007/ 2007）的論述，取三種較常見的態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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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分述如下。 

 

一、 學習理論（learning theories） 

Hovland、Janis 及 Kelly 於 1953 年提出學習理論，此理論的前提是：

態度是學習而來的，可能透過強化（操作制約）、刺激與反應的連結（古

典制約），或觀察他人（觀察學習）來形塑我們的態度。人們學習到與不

同態度對象有關的訊息與事實，而且也學習到與這些事實聯結的感覺與

價值。 

我們的態度只有一小部分是根據直接的互動經驗而來，態度之所以

會形成，是透過第三者，如：父母、朋友、大眾媒體等學來的。人被動

地曝露於刺激下，經由聯結（association）的過程學習到訊息與感覺、經

由增強（reinforcement）與懲罰（punishment）或仿效（imitation）而學

習，這種學習歷程決定了這個人的態度。此外，態度亦可以經由訊息學

習（message learning）與情感轉移(transfer of affect)來學習與改變。 
 

二、 一致性理論（cognitive consistency） 

    一致性理論對人的看法是：人會努力求得認知上的連貫與意義，當

數個信念或價值彼此間不一致時，人會努力讓它們一致，若它們的認知

已經是一致了，在面對可能會產生不一致的新認知時，他們會努力使這

個不一致減少到最小。杞昭安（1995）、DeLamater 與 Myers（2007/ 2007）

亦指出平衡理論、認知失調理論均屬於一致性理論。詳細理論內容如下

所述。 

（一）平衡理論（balance theory） 

  重要的一致性理論不少，由 Heider 於 1958 年所提出的平衡理論則

是較廣為後人所應用的，並由 Rosenberg 和 Abelson 於 1960 年修正。此

理論認為人類普遍有一種平衡、和諧的需要，包含在認知與情感間的一

致性，它涵蓋三種相關的評價（如圖二-1）：（1）Ｐ對Ｏ的評價，（2）Ｐ

對態度對象Ｘ的評價，（3）Ｏ對態度對象Ｘ的評價。箭頭表示感覺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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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正號（實線）表示有正向情感，負號（虛線）表示有負向情感。左

半邊的圖是四種平衡的狀態，即Ｐ、Ｏ、Ｘ間的關係是互相一致的；而

當這個系統有奇數個負面關係時就會出現不平衡，不平衡產生的原因在

於我們期待我們喜歡的人和自己有相似的態度，而期待我們不喜歡的人

和自己有不同的態度。 平衡理論說明圖 

 

圖 二-1 平衡理論說明圖 

平衡理論說明圖 

\資料來源：杞昭安（1995）。師範學院學生對視覺障礙兒童態度之研究（未出版之博

士論文）（頁 37-38）。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彰化縣。 

 

一般來說，不平衡的關係令人感到不愉快並產生壓力，而壓力促使

態度改變並一直持續存在直到他們達到平衡為止。平衡理論運用最不費

力原則（least effort principle）來預測態度改變的方向，它認為人們會儘

量以改變最弱關係的方式來到達到一個平衡的系統，任何關係都可以改

變以產生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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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知失調理論（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一致性理論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就是由 Leon Festinger 於 1957 年提

出的認知失調理論。平衡理論與失調理論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是處理

態度之認知或信念間的關係，而後者則是在處理態度及行為間的不一致。 

  Festinger 指出兩認知間的關係分為三：一致或協調的、失調的、無

關的。認知失調的基本要素是當一個人同時存在二個相關但互不相容的

認知時，一旦做決定便會產生認知失調。當行動與信念相矛盾時，一般

來說會以下列兩種方式來減少失調，一是提高我們對已選擇的對象的評

價，一是降低我們對未選擇的對象的評價。 

  做出與直覺相反的預測，正是失調理論有趣的地方。有個經典研究

是以預言世界末日將會在某一天來臨的團體為對象，當「預言失敗時」

一開始他們受到很大的震驚，一般常識可能會認為該團體預言失敗時他

們應該會放棄，但他們卻不是放棄自己的信念回歸正常的生活，他們發

現自己為了這一天投入了所有的努力，卻甚麼都沒有發生，心中的失調

無法降低，於是他們開始認為是自己的努力使世界末日延後了，變得非

常積極努力召募新的支持者加入他們的運動，或許這樣可以幫助他們降

低失調，因為可以藉此證明自己的行為是正確的。 

三、 自我覺知理論（self-perception theory） 

  Bem 於 1965 年提出自我覺知理論，他認為我們並不是真正地知道自

己的態度是什麼，當一個人的行為不能歸因為外在因素時，我們只是從

自己的行為與行為所發生的環境來推論自己的態度，即是由行為觀察而

推論態度的理論。例如：你從裝了七種水果的籃子選了橘子吃，有人問

你對橘子的感覺如何？你自言自語的說：「沒有人強迫我選橘子，但我就

是選了，所以我一定是真正喜歡橘子。」於是你就會告訴對方你喜歡橘

子。 

  此理論的提出無疑是對失調論的挑戰。失調論主張態度是強烈而持

久的傾向，當做了與態度相反的行為時，內心會產生失調與衝突，因此

迫使我們改變態度；但自我覺知理論則認為一般人在行為之前並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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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態度，因此不會有態度與行為不一致的失調經驗，態度的知覺來

自行為觀察，及行為發生時有無外在因素存在的推斷。 

  綜觀上述理論可知，學習理論主張人是被動地接受刺激，經由刺激

反應的連結、強化與認同的過程習得態度；平衡論及失調論則強調態度

認知間的一致，及態度與行為間的一致，當有失衡狀態產生，則會產生

態度的改變；自我覺知理論則強調藉由行為來推斷態度。以下再來詳細

了解影響接納身心障礙者的因素為何。 

 

參、 態度的評量方式 

態度看不見、聞不到、也摸不著，是一種內在的心理傾向，是難以

觀察到的實體，可是態度的表達卻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測量。Antonak 與

Livneh（1988）指出態度測量的目的便是要將研究對象行為的觀察，轉

換為代表行為背後的態度指數。最早提出態度的測量是社會學家博加德

斯於 1925 年公布了著名的「社會距離量表」，後來各種態度測量的方法

和技術紛紛出現（陳昌文等人，2004）。 

以測驗方式而言，Antonak 與 Livneh（1988），與 Hewstone、Stroebe

和 Jonas（2013/ 2013）認為可分為直接測量（explicit，或稱外顯測量）

和間接測量（implicit，或稱內隱測量），前者係指受測者知道自己正在接

受測量個人態度，其方法有意見調查、訪談、等級評定、Q 方法、社會

計量、形容詞檢核表、配對比較量表、語意區分量表等；後者係指受測

者並不知道自己正在接受測量的，其方法有行為觀察、投射技術、偽裝

技術和生理測量技術等。 

以測驗內容而言，陳昌文等人（2004）則分為量表測量與非量表測

量，量表主要由社會心理學家根據特定的態度物件，採取科學的設計程

式加以編制的，常用的有瑟斯頓量表（也稱等距法）、李克特量表（也稱

總加量表）、社會距離尺法、語義差異量表、自我報告法；非量表測量則

包括自由反應測量法（如：投射法、問卷與訪問、客觀的任務完成、主

題統決測驗、造句測驗等）、行為反應測量、生理反應測量，是為了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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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測者對自己的真實態度進行掩飾，或對量表測驗填答不認真等狀況的

發生。 

    郭生玉（1998）指出在這些態度測量方法中，以紙筆測驗的自陳量

表法使用最為普遍（如：李克特量表），缺點是容易有偽裝答案的問題存

在。茲就常見測量態度之方法（郭生玉，1998；陳昌文等人，2004；Hewstone, 

et al., 2013/ 2013）簡述如下： 

 

一、 李克特量表（Likert method） 

李克特量表因用法簡單，近年來得到了廣泛的使用，除此之外，尚

有其他優點：（1）量表的同質性較高、（2）信度較瑟斯頓量表高、（3）

受試者可以表達其情感的強度、（4）有較大的變異性。 

這個方法的問題是採用明確贊成或反對的陳述方式，研究者編制一

系列這種陳述句，然後要求填答者表明他們同意或不同意每一陳述句的

程度，一個人的態度分數將是填答者在每一陳述句上所得分數的總和。

有時，研究者也會用反向題的方式設計這些題目，以免反應模式的出現

（即所有的題目都回答同意或不同意）。為了使李克特量表更完善，研究

者應確認每個陳述句與總分數的相關，並只保留那些與總分數有明顯相

關的陳述句。 

 

二、 語意差異量表（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 

    在各種發展測量態度的方式中，語意差異量表是最具影響力的方

法，此方法著重在分析態度目標所具有的隱含意義。語意差異量表方法

的基本前提為：態度是由人們賦予關鍵字或關鍵概念的意義（語意）所

構成的，而這些意義可以透過語詞聯想的反應加以確定。研究者根據所

要測得的問題，設計一套兩極化的形容詞量表，每一題都被分為 5—7 個

等級，填答者指出一個最能描述他們對態度目標的態度，最後將填答者

的選擇累加起來，即可得到填答者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兩極化的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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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般典型的評價用語，像是贊成—反對、好—壞與喜歡—不喜歡。

與李克特量表相較，語意差異量表少了確定陳述的麻煩，但其項目之間

的相關應該要為正相關，此與李克特量表相似。 

 

肆、結語 

    本節主要針對態度的意義與成分，態度理論及態度評量方式分別進

行探討。綜合歸納可知態度包含三成分：情感、行為與認知，是對特定

目標的一種心理與行為傾向。以學習理論觀點來看，態度是透過強化、

刺激反應連結、觀察等學習而來的；以一致性理論來看，當認知、情感

與行為、個人與他人對態度對象的評價產生不一致時，態度與行為就會

產生改變以達到平衡；而自我覺知理論則強調藉由行為來推斷態度。態

度測量方式分為直接測量與間接測量，常見測量方式以李克特量表使用

最廣泛，但以語意差異量表最具影響力。 

 

第三節   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Stainback 和 Stainback（1992）指出融合教育的優點有三，分別為：

（1）尊重個別差異，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2）將教育資源與努力放在

教學上，而非分類與標記上、（3）給予每個學生在社會性互動與教學的

機會，建立相互依存、相互尊重，與彼此負責的互動關係。那麼經過融

合教育的洗禮，其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是否也會較高呢？本節分為三

部分，先了解「融合教育經驗對普通生的影響」、再進一步探討「影響接

納身心障礙者的因素」、及「高中以上青少年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相

關研究」。 

 

壹、 融合教育經驗對普通生的影響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委託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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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教育中心，進行「融合教育制度下殘疾學生的平等學習機會研究」，研

究對象包含學校人員、普通生及其家長、身礙學生及其家長，針對 230

間學校（包括 139 間小學和 91 間中學），共 5,136 人進行問卷調查，並

訪問了 20 間學校的 475 人，其研究顯示：部分普通學生家長擔心身心障

礙學生會打擾課堂學習（59%）、佔用過多資源（39%）、獲不公平的優待

（30%）等，且中學的普通學生家長比小學的普通學生家長持較多負面

看法。那麼在融合環境下學習的普通生是否其學業表現及行為態度會因

此而受影響呢？以下整理相關研究結果： 

 

一、 對學業表現的影響 

Bricker、 Bruder 和 Bailey（1982）追蹤在融合環境學習長達一年

或一年以上之學前普通幼兒學習的狀況，結果發現與身心障礙幼兒一同

學習對普通幼兒的發展並未有任何的危害。Odom、Deklyen 和 Jenkins

（1984）比較處於融合環境與非融合環境的普通生，發現他們在認知，

語言和社會發展上並無顯著差異。Staub 和 Peck（1995）以準實驗研究

設計比較處於融合環境與非融合環境的普通生在學業上的表現，發現身

心障礙同儕的有無並未影響其學業表現。Hollowood、Salisbury、Rainforth

和 Palombaro（1995）採因果比較，組間設計方式探討普通生課堂參與

時間是否受班上輕度到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影響，參與者包括 6 名重度

障礙的學生（分別為一、三、四年級），並隨機選取 12 名同年級的普通

生，觀察員記錄學生的上課參與時間與中斷時間，發現普通生的學習時

間並未受影響。Salend、Garrick 和 Duhaney（1999）綜合許多相關研究

發現，幾乎一致顯，實施融合教育對普通學生並不會造成干擾，亦不會

影響普通學生在標準化成就測驗上的得分以及成績等第各方面的學業表

現；此外，還發現普通學生自己大多數都認為他們在融合教育中有所獲

益，例如：增加對個別差異的接受、瞭解與包容，比較能覺察敏感他人

的需要，有機會與身心障礙學生建立友誼，增強生活中的問題解決能力

等。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指出大部份普通學生家長表示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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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學生沒有對自己的子女學習與行為造成影響。 

然而亦有相反意見出現。香港教育評議會於 2006 年進行融合教育問

卷，研究顯示受訪者普遍認為融合教育拖慢了教學的進度，學校同時吸

納不同類型身心障礙學生，不但難以有效兼顧，且亦非普通教師足以應

付（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 

     綜合上述研究可知，融合環境下的普通生其學業表現、教師投入的

時間並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二、對行為與態度的影響 

饒敏（1996）研究發現有六到八成的國中普通班教師認為班上有身

心障礙學生將有助於普通學生的社會發展與適應。蘇燕華（1999）以深

度訪談法收集教師的融合教育經驗及想法，有教師相信融合教育有助於

身心障礙學生的社會適應與學業學習，且對普通學生的影響是正面多於

負面，但是也有教師反應有造成同儕的互動質量不佳、學業進步有限的

情形。林金珠（2008）實施國小融合課程後發現，課程介入能提升雙方

人際互動關係，但下課互動多由普通班學生主導，且以追跑類遊戲為主。

謝怡萱（2012）以半結構化的深度訪談方式探討國小融合經驗在國中生

人際適應的意義，研究發現國小融合經驗顯現在個人價值觀和特質上的

結果包含：能欣賞人類差異、對他人的包容力較大、較有耐心、同理心、

能欣賞他人優勢。 

在國外，Peck、Carlson 和 Helmstetter（1992）調查 125 位參與融合

教育的普通幼兒家長和 95 位教師，研究發現無論家長或教師均察覺到參

與融合方案的普通幼兒在所造成的正向影響，包括：更接受人與人間的

差異、更能覺知其他人的需要，在與身障者互動時較少的不適應的狀況，

對身障者較少偏見與成見，且樂於助人；Peck 同時亦指出，曾與身心障

礙者有過互動之高中生對外表與行為異於常人的較少恐懼。Staub 和 Peck

（1995）指出融合教育對普通生的潛在效益有五： （1）減少對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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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的恐懼與不瞭解；（2）社會認知的增長；（3）改善自我概念；（4）

個人倫理道德的增長；（5）發展出溫暖和關懷的友誼關係。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質性訪談結果指出普通生家長大多表

示贊同或可接受融合教育，亦感到自己子女在學校的生活是開心的、可

學習與不同能力的學生相處、學習包容及接納的態度、學會關心別人、

培育責任感、同理心，以及樂於助人的品格，但仍有少數家長擔心一些

不良行為會對子女造成不良影響；另外，受訪的普通生表示願與有學習

困難和行為問題的學生同班，正面原因是：（1）認為他們與其他普通同

學沒有分別；（2）不想他們被孤立；（3）同學們應該互相幫助；（4）可

以做榜樣，幫助他們提高成績；（5）有些身心障礙學生成績不差；負面

原因是：（6）只要他們沒有過激行為，影響不到自己就可以接受；及（7）

可以不理會他們。 

然而亦有相反意見出現。Roberts 和 Smith（1999）探討普通班學生

與班上身心障礙學生互動關係的研究，則發現有將近半數的普通班學生

表示並沒有和班上的身心障礙學生有所互動。這項研究結果與實際的教

學現場類似。 

綜合上述研究可知，融合環境下的普通生其行為與態度並不會受到

身心障礙同儕的影響，反而是從互動中學習到許多課本外的東西，或是

從互動中實踐課本中所提及的，且兩方的互動大多還是以普通生為主

導，甚至可以決定他們互動的品質。 

 

貳、 影響接納身心障礙者的因素 

  身心障礙者步入社會後，社會對身心障礙者之接納、支持與尊重的

程度，決定了身心障礙者能否融入社區生活（吳武典等，2001）。王敏

行與陳靜江（2004）認為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負面的態度，會增加身

心障礙者在就學、就業、及居住等方面的困難。其實，無論是一般人或

身心障礙者，獲得團體的認同與接納均是非常重要的，那麼影響接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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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者的因素有甚麼呢？ 

吳武典、梁能（1978）整理國外研究歸納指出：（1）身障者對「身

障」的態度較非身障者積極、（2）女性較男性積極、（3）接納態度與年

齡無顯著關係、（4）對非在學者來說，受教育的程度愈高，接納度相對

提高；對在學者而言，受教年限與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性呈曲線相關，即

接納性自小學以後下降，到高中才上升，一直到大學、研究所為止、（5）

從事身心障礙專業服務工作的人較非專業者積極、（6）已開發國家高於

未開發國家。蕭芳玲（1995）研究發現影響國中學生形成及改變對身心

障礙者的態度有下列原因：（1）重要他人的影響；（2）直接接觸經驗；（3）

間接接觸經驗；（4）感同身受的感覺；（5）實驗課程的影響；杞昭安（1995）

則指出影響態度之因有性別、系別、接觸程度、修課經驗，其中接觸程

度的預測力最大，其次為修課經驗；張照明（1996）認為對接納度的預

測力大小依序為接觸程度、性別、年級、學院與服務社團；吳勝儒（2000）

針對 1032 名普通高職學生調查對智能障礙同儕的態度顯示，在性別、學

校類別、接觸程度和年級具有預測效力。吳武典等人（2001）整理國內

二十多年研究報告發現（1）受過特殊教育專業訓練的人員較為接納；（2）

曾接觸過身心障礙者的人，較易接納；（3）女性較男性更能接納；（4）

教育程度高者及專業人員較能接納。 

綜合整理上述研究結論可知，性別、年齡／年級、課程、接觸經驗

均是影響接納態度的重要因子，除此之外，李美枝（2004）指出影響同

儕間接納的因素可分為情境因素、個人因素及彼此間的相互因素，其中

個人因素中又可再細分為三：（1）外在的吸引力；（2）愉悅且受歡迎的

人格特質；（3）能力。因此身心障礙者特質亦是影響態度的重要原因之

一。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性別 

 大部份的研究顯示女生較男生接納身心障礙者，對身心障礙者的協

助較積極（吳武典、梁能，1978；吳勝儒，2000；李玉琴，2002；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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嬿，2011；林真鍊，2004；邱佩瑩，1994；張照明，1996；梁偉岳，1995；

陳姿諭，2012；陳瑞霞，2012；彭源榮，2003；曾月琴，2004；曾目哖，

2004；黃崑發，2001；黃金美歡，2005；黃富廷，1995；楊麗香，2003；

葉振彰，2006）。李碧真（1992）進一步指出不同性別之國中學生對聽覺

障礙學生的接納態度在行為傾向和總態度有顯著差異，但在認知與情感

層面則無顯著差異。 

 然而亦有研究指出不同性別對身心障礙同儕的接納態度未達顯著差

異（朱敏倫，2010；吳麗君，1987；涂添旺，2002；黃翠琴，2005；蕭

芳玲，1995；羅于宣，2013）。因此，性別不同是否會影響對身心障礙者

的接納態度？值得進一步探討。 

 

二、年齡／年級 

 年齡／年級是否會影響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目前尚未有一致

的結論。大部分對接納態度的研究多探討國小階段，研究指出年級愈低

對身心障礙同儕接納態度愈積極（孔秀麗，2008；李玉琴，2002；林真

鍊，2004；邱佩瑩，1994；涂添旺，2002；彭源榮，2003；黃翠琴，2005）；

在探討國中以上接納態度的研究只有部分指出年級較低者較接納（杞昭

安，1995；張照明，1996；羅于宣，2013），還有有部分指出年級較高者

態度愈積極（吳勝儒，2000；陳姿諭，2012；曾月琴，2005；曾目哖，

2004），此與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有類似的結論，研究顯示中學

生的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較小學生佳；另有部分研究顯示年級對障

礙同儕之態度並無明顯的差異（吳麗君，1987；黃富廷，1995；楊麗香，

2003；葉振彰，2006）。 

  表二-6 為研究者整理不同教育階段與年級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之關係，因研究多集中於國小階段，比例失衡，且亦有不同的結論，因

此，年齡／教育階段不同是否會影響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值得進

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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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6 不同教育階段與年級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關係 

不同教育階段與年級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關係 

教育階段 
研究結論 

低年級較接納 高年級較接納 有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國小 邱佩瑩（1994）、

涂添旺（2002）、

李玉琴（2002）、

彭源榮（2003）、

林真鍊（2004）、

黃翠琴（2005）、

孔秀麗（2008） 

 陳瑞霞（2012） 吳麗君（1987）、

楊麗香（2003）、

葉振彰（2006） 

國中  
曾月琴（2005） 

李碧真（1992）、

朱敏倫（2010） 
吳麗君（1987）、

黃富廷（1995） 

高中職 
羅于宣（2013） 

吳勝儒（2000）、

曾目哖（2004）、

陳姿諭（2012） 
 

 

大學 杞昭安（1995）、

張照明（199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課程 

  大部份的研究指出接受特教相關課程對身心障礙者接納度提升具有

顯著效果（杞昭安，1995；林素美，1988；林暘甄，2013；洪雪萍，1998；

黃慈愛，1999；蔡清伶，2011）。學校實施特教宣導的項目越多，學生對

身心障礙同儕的態度也越積極，其中專題演講、體驗活動與機構參觀三

項宣導對接納態度有影響（朱敏倫，2010；邱鈺喬，2003；羅于宣，2013）。

另外，Beck 於 1985 年的研究也發現修過特殊教育通論課程的研究生及

大學生比沒有上過通論課程的學生，有較為正向的對身心障礙者的態

度，顯示對身心障礙者特性的了解，有助於改善一般人對身心障礙者正

向的態度（吳武典等人，2001）。香港中文大學於 1994 年至 2002 年間針

對 4057 人的調查研究指出電視宣傳片或推廣認識身心障礙者活動能有

效減低歧視，而曾與身心障礙者有互相往來的人，對身心障礙者較接納

（劉德輝，2002）， Patel 和 Rose（2014）也指出透過媒體工具可以增進

對智障者的瞭解。Wong（2008）調查 389 位中學生對智能障礙者的態度，

結果發現在課堂以外的教育干預對改變學生的態度的影響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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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亦有研究指出實施特教相關課程對同儕接納無明顯效果（蕭芳

玲，1995）。謝順榮（1998）也指出輕度智障學生在合作學習小組受同儕

接納程度比以前進步，但在同班同學中受接納程度則不明顯。林金珠

（2008）介入「融合課程方案」後發現，融合課程對提升接納態度有立

即與維持效果，但課後意見調查發現普通生認為課程最能幫助他們認識

特教班同學，但在下課找特教班同學玩、交朋友的得分百分比則稍低，

顯示只靠短期課程的介入，要進而建立穩定的友誼關係是不夠的。 

融合實驗班的課程安排相當多元，依據身心障礙學生的能力、特質

分為二至三組（詳細課程安排參考第二章第一節），除了表定課程外另有

潛在課程，在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不斷透過身教、言教的方式，是否能

讓融合實驗班學生的融合經驗感受更為正向？或能讓他們對身心障礙者

的態度更為接納？令研究者感到非常好奇。 

 

四、接觸經驗 

  族群態度的研究已研究超過50年了，主要是了解族群間的態度，反

應了偏見、成見和歧視的結果（Dovidio, Glick, & Rudman, 2005）。王敏

行（2007）認為接觸身心障礙者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態度間之相關議題

探討大多立基於 Allport 於1954年提出的族群間接觸假說（intergroup 

contact hypothesis），主張在正面接觸情境下，接觸經驗是有助於減低不

同族群或群體間的負面態度。 

    國內大部分研究結論認為較多接觸身心障礙經驗者的態度較積極，

未有接觸者則較消極（吳勝儒，2000；杞昭安，1995；陳鳳雅，1996；

張照明，1996；黃馭寰，2002；李玉琴，2002；林真鍊，2004；曾月琴，

2004；曾目哖，2004；葉振彰，2006；朱敏倫，2010；林春嬿，2011；

陳姿諭，2012）。其中陳姿諭（2012）研究發現高中職生的接納態度不

會因為「特教宣導的有無」而有所差異，但卻會因「融合活動的有無」、

「特教志工的有無」而有差異。由此可知實際的接觸與協助，有助於增

進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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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Bohlander（1985）、Gilfoyle 和 Gliner（1985）的研究均指

出，具備「正確認識身心障礙者的知識」與「身心障礙者直接的接觸經

驗」可增進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並減少刻板印象，兩者缺一不可

（引自王敏行、陳靜江，2004）。Yuker（1994）及Smart（2001）亦認為

若一般人與身心障礙者的接觸可以是平等、合作且非競爭的，接觸經驗

應有助於減低負面態度。Pettigrew 和Tropp（2005）從515個研究報告中

進行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發現，大多數的研究仍顯示接觸可以有效

減低負面偏見與態度，且可擴及不同群體樣本（不同族群、性別與年齡

間等）。因此提供正確的知識與正面的接觸經驗，被認為可以增進對身心

障礙者的態度。 

    然而，亦有不同研究結果。邱佩瑩（1994）、黃崑發（2001）、Goodspeed

和 Celotta （1982）則發現不曾與身心障礙者接觸者或接觸越少者態度較

正面。黃富廷（1995）認為接觸經驗之有無，在國中男、女生之態度上

產生相反之效應；有接觸經驗之國中女生的態度較佳，但無接觸經驗之

國中男生的態度較佳。邱鈺喬（2003）、彭源榮（2003）、黃翠琴（2005）、

羅于宣（2013）則認為接觸與否在對身心障礙者態度上並未有顯著差異。

因此，接觸經驗的不同是否會影響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值得進一

步探討。 

 

五、身心障礙者特質 

梁偉岳（1995）訪談發現智障同儕受歡迎是因為良好的社會能力、

性格和個人能力；被排斥的原因是問題行為、不良的社會能力、個人衛

生和性格等因素。張照明（1996）、黃崑發（2001）及涂添旺（2002）研

究發現視障生受同儕歡迎或欽佩的原因包括：聽覺敏銳、樂觀的個性、

特殊才能、整潔的儀容及具有獨立生活自理的能力等；不受歡迎的原因

包括：缺乏自信、孤僻與自我中心的個性、習癖行為、衛生習慣差、過

度依賴他人、以障礙為藉口不知感恩、不禮貌、太靠近別人等。曾目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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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調查發現高中職學生認為聽障生的優點有：認真專心、熱心助

人、特殊才能、做事認真專注、安靜乖巧、隨和易處等。林東山（2005）

則指出身心障礙者較不被同儕接納的原因包括：具攻擊性、衛生習慣差、

調皮、缺乏自信而拒絕其他同學、肥胖、懶惰、不遵守班級秩序等。

Heinrichs（2003）則指出受認知能力與身體功能的限制，身心障礙學生

較易遭他人的排斥。Savage（2005）認為低落的語言及溝通能力是身心

障礙學生易遭受霸凌的因素之一。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研究指

出對有學習困難的身心障礙學生，只要他們不會欺凌別人，大部份受訪

的普通學生都接受與他們同班，並且樂意幫助他們提高成績；但對有行

為問題、會擾亂課堂秩序的同學，受訪學生學生多持反對態度。Blake、

Kim、Lund、Zhou、Kwok 和 Benz（2014, in press）指出從特殊教育小學

縱向研究（Special Education Elementary Longitudinal Study, 簡稱 SEELS）

顯示，注意缺陷過動障礙兒童（ADHD）經歷罷凌的最大風險，其次為

情緒障礙兒童（ED）。綜合上述研究結果發現，身心障礙者的個人因素

是影響同儕接納的重要原因。 

另外，吳麗君（1987）調查 799 位國中小師生，指出教師對於弱視

生的態度比對盲生積極，但同儕則相反，盲生比弱視生受歡迎；黃翠琴

（2005）也有類似結論，指出國小普通班學生對不同障礙程度之自閉症

同儕的接納態度有顯著差異，對重度的自閉症同儕之接納態度較中度及

輕度自閉症同儕為佳。林東山（2005）則指出國小學生對生理感官障礙

之同儕的接納態度顯著高於學習障礙與智能障礙之同學。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身心障礙者的個人特質、障礙程度、障礙類型

均會影響同儕對其接納度，尤其身心障礙學生的一些個人行為問題對同

儕互動關係常造成負面影響。 

 

六、重要他人的影響 

    蕭芳玲（1995）針對 137 位國一學生進行六周的實驗課程，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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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對 20 位高、低接納組學生進行態度形成的訪談，於課程後對 20 位態

度正負向改變的學生進行態度改變的訪談，其研究結果發現：家長、老

師、同學對身心障礙同學的態度會影響他們本身的態度，當師長曾教導

或者本身有良好的行為示範，該生亦會有較正向的態度；此外，同學對

他們的影響是既深且遠，影響情形約略分為二，一為群體同學的壓力，

一是親密好友的影響，若感受到同學的態度便會偏向相同態度。 

饒敏（1996）針對 306 位國中普通班教師調查其對身心障礙學生回

歸主流的態度，研究發現普通班教師對身心障礙學生回歸主流的態度呈

現正負向態度互現的情形，但有六到八成的教師認為班上有身心障礙學

生將有助於學生的社會發展與適應。溫惠君（2001）研究指出正面的同

儕力量可提升融合程度。何淑玓（2003）研究指出普通生家長對融合的

態度正反意見互現，但五成以上家長認為重度障礙學生不適合安置在普

通班，避免教師分心照料而影響教學品質及同儕的學習權益。不過謝怡

萱（2012）卻透過深入訪談指出國小老師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感覺會影響

學生對身障生的看法，但到了國中後，國中老師或同學對身障生的方式

已經漸漸不會再影響他們的看法了。 
 

  綜觀上述，可發現性別、課程、接觸經驗、身心障礙者特質雖具有

較一致的結論，但仍有研究持相反意見，年級與年齡部分可能因研究的

對象及使用工具的不同而有待釐清，至於家長、老師等重要他人的教導

是有助於正向行為與態度的展現，但最重要的還是身心障礙同儕的特質。 

上述是針對所有階段、身份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的整體影響，由

於國內在探討高中（職）以上人士的接納態度較少，因此以下特別針對

高中（職）以上人士接納態度相關研究進行分析與瞭解，並比較其異同。 
 

參、 高中（職）以上人士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整理高中（職）以上人士對於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並針

對各研究結果所提結論，分為性別、教育階段、科系／課程活動、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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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及其他背景變項進行詳細分析說明（詳參表二-7）： 

 

一、 性別 

大部分顯示女性接納態度顯著高於男性（吳武典、梁能，1978；吳

勝儒，2000；張照明，1996；陳姿諭，2012；曾目哖，2004；黃崑發，

2001）。但仍有研究顯示男性比女性積極（杞昭安，1995；吳武典等人，

2001），或無顯著差異（羅于宣，2013），De Laat等人（2013）則指出

性別只有部分影響。 

 

二、 教育階段 

吳武典、梁能（1978）指出高中與大學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無顯著差異，過了23年後吳武典等人（2001）研究卻指出高中生接納態

度有顯著降低，男女皆然，但高中、大學階段是否有顯著差異卻未說明。 

Yazbeck等人（2004）研究發現對三種身份的人（學生、身障服務專業人

士、一般人）來說年輕且教育程度較高者接納態度較積極。De Laat等人

（2013）在對中學生及大學生的研究則指出年齡較大接納態度也較積

極。整體說來，教育階段或教育程度愈高其接納態度較積極，此與前段

國小階段接納態度年級愈低愈接納略有不同，但卻呼應吳武典、梁能

（1978）整理國外研究歸納指出對正在求學者來說，受教年限與身障者

的接納性呈曲線相關，即接納性自小學後下降，到高中才恢復上升，一

直到大學、研究所為止。 

 

三、 科系／課程活動 

就讀班型與科系往往因為班級定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課程設計，尤

其是正式課程，但是有些知識或能力的建立，除了自正式課程獲取外，

亦可透過非正式課程的安排，因此將科系與課程活動一起討論。 

高中部分，以科別來說，曾目哖（2004）和陳姿諭（2012）指出就

讀高中比就讀高職之學生積極；吳勝儒（2000）進一步比較不同類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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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高職學生對智能障礙同儕的態度，發現水產學校學生比家職、高農、

高工學生態度積極。另以課程活動來說，陳姿諭（2012）、羅于宣（2013）

指出有特教宣導經驗者接納態度顯著高於無特教宣導經驗之學生，陳姿

諭更進一步指出參與融合活動及擔任特教志工、班級幹部者對對障礙同

儕較積極。 

大學部分，以科系來說，杞昭安（1995）指出特教系、幼教系及有

修過特殊教育課程者較積極，美教系和體育系最負向。張照明（1996）

指出教育學院與藝術學院學生及有參與過服務性社團活動的學生對障礙

同儕較積極。王敏行、陳靜江（2004）研究顯示超過90%師範學生修「特

殊教育導論網路課程」後自評對身心障礙者態度已有正向改變，包括瞭

解身障特質及相處方法。Ten Klooster 等人（2009）指出護理系學生對

肢障者比同齡人更積極，但對智障者卻未達顯著差異。 

四、 接觸程度 

大部分顯示有接觸過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顯著高於無接觸者（吳勝

儒，2000；杞昭安，1995；張照明，1996；曾目哖，2004；De Laat, et al., 

2013；Yazbeck, et al., 2004）。杞昭安（1995）更進一步指出有直接接觸

經驗的接納度比間接接觸經驗者高。黃崑發（2001）研究顯示無接觸比

有接觸者態度積極，王敏行（2007）亦指出無論有、無接觸經驗的研究

對象，在對身障者特質偏好順序上相當一致。 

 

五、 身心障礙者特質 

王敏行、陳靜江（2004）指出大學生障礙類別喜好順序為視障、顏

面損傷、智障、精障；障礙程度喜好順序為輕度、中度、重度。Ten Klooster, 

等人（2009）指出護理系學生對肢障者比同齡人更積極，但對智障者卻

未達顯著差異。De Laat 等人（2013）發現荷蘭的受訪者對聾啞、視障和

肢障者比對智障者有更積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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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職業／身份 

以不同的職業或身份來說，個人本身是身障者比非身障者對身心障

礙者的接觸經驗更頻繁，接納態度也更為積極（吳武典、梁能，1978；

Kim, et al., 2010）。教師比高中生接納態度積極（吳武典等人，2001），

但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間無顯著差異（吳武典、梁能，1978；吳武典等

人，2001）。從事身障服務專業工作人士比非專業人士接納度積極（杞昭

安，1995；Yazbeck, et al., 2004） 

 

在城鄉方面，都市求學者接納態度較積極（杞昭安，1995；黃崑發，

2001），但羅于宣（2013）則認為無明顯差異。在宗教信仰方面，黃崑

發（2001）指出信仰佛教者接納態度較積極，但 De Laat 等人（2013）

則認為無顯著差異。至於家長社經地位、受訪學生個人心理特質、學業

成就（公立、私立）則無顯著差異（杞昭安，1995；曾目哖，2004）。 

表 二-7 高中（職）以上人士對身心障礙者態度之相關研究 

高中（職）以上人士對身心障礙者態度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研究 

名稱 

研究
方法 

研究 

對象 

研究 

結果 

吳武典 

梁能 

（1978） 

對殘障者的
態度調查研
究 

問卷
調查 

身障者372名，
非身障者1,373

名（含高中生、
大 學 生 、 教
師），共1,745

名 

1. 身心障礙者均比非身心障礙者積極與接納。 

2. 非身障者中，女性較男性接納。 

3. 特教教師與普通教師無顯著差異。 

4. 大學及高中無顯著差異。 

5. 美國較台灣積極。 

杞昭安 

(1995) 

師範學院學
生對視覺障
礙兒童態度
之研究 

問卷
調查 

 

實驗
法 

問卷：師範學院
學生4,320位 

 

實驗：師院一年
級學生74位 

對大學生而言 

1. 男性比女性積極。 

2. 二年級態度顯著較四年級積極。 

3. 特教系和幼教系最積極，美教系和體育系最負
向。 

4. 設置於院（省）轄市的比鄉鎮地區的學生積
極。 

5. 有視障同學或學生的師院學生最積極，其次為
有視障親戚，而從未見過視障者的學生較為負
向。 

6. 修過特教課程者較積極。 

7. 直接接觸之實驗處理優於間接接觸。 

8. 家長社經地位、心理特質無顯著差異。 

9. 預測力：接觸程度、修課經驗。 

對視障工作者而言 

1. 不論性別、年齡、學歷、家長社經地位、接觸
程度、修習特教課程均無顯著差異。 

2. 在服務地點、服務年資有顯著差異。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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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視障工作者比師院學生接納度較高。 

張照明 

(1996) 

大學生對視
覺障礙同儕
態度之研究 

問卷
調查 

公私立大學之
1,400位大學生
及480位視障生
之同班同學 

1. 大學生對視障者在認知、情感與行為傾向方面
一致。 

2. 女生態度比男生積極。 

3. 一年級學生態度最積極。 

4. 文（含教育、藝術）態度最積極。 

5. 有接觸過視障者的較積極。 

6. 參與過服務性社團的學生較積極。 

7. 預測力：接觸程度、性別、年級、學院、服務
社團 

吳勝儒 

(2000) 

高級職業學
校學生對智
能障礙同儕
的態度 

問卷
調查 

台灣地區設有
特教班的普通
高職學校學生
1,032名 

1. 高職生對智障者傾向積極而肯定，在全量
表、認知、情感和行為傾向之間的相關達到
顯著。 

2. 女生在認知、情感及行為傾向較積極。 

3. 不同類別學校態度有差異。 

4. 有接觸態度較積極。 

5. 三年級態度比一年級積極。 

6. 預測力：性別、學校類別、接觸程度和年級。 

吳武典 

簡明建 

王欣宜 

陳俊隆
(2001) 

對殘障者的
態度調查及
二十年前後
的比較 

問卷
調查 

中小學普通班
教師247名、特
教教師186名及
高中生398名 

1. 男性較女性接納 

2. 教師較高中生接納 

3. 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無顯著差異 

進一步比較1978年樣本對身障者的態度，發現 

4. 男教師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有顯著提高，女教
師則未有顯著變化 

5. 高中生接納態度有顯著降低，男女皆然。 

黃崑發 

(2001) 

高中職學生
對視覺障礙
同儕態度之

研究 

問卷
調查 

公私立高中職
學生1,245人 

1. 高中職生對視障者在認知、情感與行為傾向一
致。 

2. 就讀班級、宗教類別、居住地區與性別有顯著
差異 

3. 不同校及同校不同班在認知與行為傾向方面
比同校同班學生積極，在情感方面則無顯著差
異。 

4. 信仰佛教在情感比信仰道教學生積極，在認知
與行為傾向則無顯著差異。 

5. 住城市在認知與情感方面比住鄉村學生積
極，在行為傾向方面則無顯著差異。 

6. 女生在認知與情感比男生積極，在行為傾向則
無顯著差異。 

王敏行 

陳靜江 

（2004） 

應用非直接
調查法探討
對身心障礙
者的態度 

相關 

調查
分析
法 

高雄師大學生， 

前測293名，後
測163名 

1. 超過90%學生修課後自評對身心障礙者態度
已有正向改變，包括瞭解身障特質及相處方
法。 

2. 修課前後比較，學生對身障者特質之喜好影
響，皆以障礙類別最大，其次為障礙程度與年
齡。 

3. 障礙類別喜好順序為：視障、顏面損傷、智障、
精障。 

4. 障礙程度喜好順序為：輕、中、重。 

5. 年齡喜好順序為：青少年、青壯年、老年。 

6. 修課前不同接觸經驗程度之學生，對各項特質
之喜好順序並無差異。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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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目哖 

(2004) 

台灣省高中
職學生對聽
覺障礙同儕
態度之研究 

問卷
調查 

 

訪談 

公私立高中職
校聽覺障礙學
生就讀班級的
普通學生1,258

名並訪談24名
聽障學生 

1. 高中職生對聽障同儕，傾向肯定而積極的態
度。 

2. 女生比男生態度積極。 

3. 三年級比一、二年級學生態度積極。 

4. 高中比高職學生積極。 

5. 使用二者以上及口語溝通比筆談及手語溝通
者積極 

6. 經常溝通、偶而溝通者比不曾溝通者態度積
極。 

7. 曾經參與服務障礙者社團的學生比不曾參與
者積極 

8. 公立及私立無顯著差異。 

王敏行 

（2007） 

應用聯合分

析法探討接

觸經驗對身

心障礙者偏

好決定的影

響 

聯合

分析

法 

高雄師大學生

293名 

1. 無論有、無接觸經驗的研究對象，在對身障者

特質偏好順序上相當一致，同時在決定偏好順

序時，障礙相關特質訊息的相對重要性皆顯著

高於非障礙相關特質訊息。 

2. 有接觸經驗組之年齡特質訊息重要性提高。 

3. 接觸障礙類別、數目越多者，越能同時考慮較

多元的特質訊息，且可多加考慮非障礙相關特

質訊息。 

陳姿諭 

(2012) 

彰化縣高中

職學生對身

心障礙同儕

接納態度之

研究 

問卷

調查 

彰化縣高中職

學生共413名 

1. 高中職生接納態度呈正向態度。 

2. 高中學生的接納度高於職校和特殊學校學生 

3. 有參與融合活動接納度較高。 

4. 有特教志工接納度較高。 

5. 女生接納度較高。 

6. 三年級顯著高於一年級。 

7. 有擔任幹部接納度較高。 

8. 有接觸經驗接納度較高。 

9. 特教宣導經驗無顯著差異。 

羅于宣

(2013) 

台中地區高

職學校普通

班學生對身

心障礙同儕

態度之研究 

問卷

調查 

台中地區高職

一、二、三年級

學生共703名 

1. 高職生呈正向態度。 

2. 一年級較二、三年級正向。 

3. 有特教宣導經驗較正向。 

4. 性別、學業成就、接觸經驗、學校地區無顯著

差異。 

Yazbeck, 

McVilly & 

Parmenter 

(2004) 

澳洲人對智

障者的態度 

問卷

調查 

學生、身障服務

專業人士、一般

人 

1. 學生和專業人士態度相同，均高於一般人。 

2. 年輕且教育程度較高接納度較高。 

3. 曾與身心障礙者接觸過的人接納態度較積極。 

Ten Klooster, 

Dannenberg, 

Taa, Burger, 

& Rasker

（2009） 

護理系學生

與非護理系

學生對肢體

或智能障礙

者的態度

（荷蘭） 

量表

測量 

護理系學生81

名，及與其年齡

配對的非護理

系學生48名 

護理系學生對肢障者比同齡人更積極，但對智障

者卻未達顯著差異。 

Kim, Park, 

Lee, & Kim

（2010） 

比較接觸過

身障者之醫

護人員、非

醫護人員及

身障者本身

的態度 

（韓國） 

量表

測量 

 

訪談 

醫護人員141

名，非醫護人員

79名，身障者50

名，共270名 

1. 身障者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比醫護人

員、非醫護人員積極。 

2. 醫護人員、非醫護人員及身障者比其他國家的

相對應組整體態度較消極。 

3. 身障者與其他身障者的接觸比醫護人員及非

醫護人員有較頻繁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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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aat, 

Freriksen, & 

Vervloed

（2013） 

兒童和青少

年對聽障、

視障或智障

者的態度

（荷蘭） 

問卷

調查 

中學生200名及

大學生144名，

共344名 

1. 對智障者態度較消極。 

2. 年齡較大與較熟悉身心障礙者的人其接納態

度也較積極，呈正相關。 

3. 性別與自尊只有部分影響 

4. 宗教信仰則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高中（職）以上人士接納態度的影響因子與前項「影響接納身心障

礙者的因素」相比，似乎略有不同，未見「重要他人」相關結論，卻增

加了不同「身份」間的比較，且身障者的特質部分也較少陳述詳細特質，

而是直接針對障礙類別或障礙程度來討論，課程的部分亦有差異，可能

與研究者設定的目的或研究對象的不同有關，但彼此間還是可以斟酌參

閱，以瞭解整體影響接納態度之因。 

 

肆、結語 

    本節主要針對融合教育經驗對普通生的影響、影響接納身心障礙者

的因素及相關研究。綜合歸納可知融合教育經驗對普通生在學業表現及

態度行為上並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反而可以從互動中得到更多。影響

接納身心障礙者的因素約可分為六項，可發現性別、課程、接觸經驗、

身心障礙者特質對接納態度的影響較具一致性的結論，但仍有研究持相

反意見，年級／年齡部分可能因研究的對象及使用工具的不同而有待釐

清，至於家長、老師等重要他人的教導是有助於正向行為與態度的展現，

但最重要的還是身心障礙同儕的特質。高中（職）以上人士接納態度同

樣受性別、科系／課程活動、接觸經驗、身心障礙者特質的影響，未見

「重要他人」影響，且教育階段、教育程度的影響亦需再確認，但與23

年前的研究相較，高中生對身心障礙的態度有顯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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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情

形。全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研究

工具、第四節研究程序、第五節資料處理與分析，分別加以敘述。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態度的形成與發展，大多數的學者認為是學習而來的。根據前述的

研究動機、目的與文獻探討，歸納與本研究相關之自變項（個人背景變

項），中介變項（融合教育經驗變項），及依變項（接納態度）。綜合

各變項而得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三-1 所示。 

 

 

 

 

 

 

 

 

 

 

 

 

 

 

 

 

C 

D 

F 

個人背景變項 

性別 

教育階段 

科系 

接觸經驗（有無／多寡） 

國中融合班級類型 

 

B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負向認知 

行為與情感 

正向認知 

 

A 融合教育經驗 

生活互動 

學習互動 

認知態度 

 

差異分析 

相關分析 

E 

圖 三-1 研究架構圖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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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架構圖說明 

依據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本研究探討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情形與接

納態度之現況，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學生對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

者接納態度的差異情形，及融合教育經驗與接納態度之差異與相關情

形。 

一、圖 3-1（A）係瞭解國中融合教育情形（待答問題一）。 

二、圖 3-1（B）係瞭解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現況（待答問題二）。 

三、圖 3-1（C）係以「個人背景變項」為自變項，以「融合教育經驗」

為依變項，探究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融合教育經驗差異情形（待答

問題三）。 

二、圖 3-1（D）係以「個人背景變項」為自變項，以「對身心障礙者接

納態度」為依變項，探究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接納態度差異情形（待

答問題四）。 

三、圖 3-1（E）係以「融合教育經驗變項」為自變項，以「對身心障礙

者接納態度」為依變項，探究不同融合教育經驗與接納態度的差異

情形（待答問題五）。 

四、圖 3-1（F）係探討「融合教育經驗變項」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

度」兩者的積差相關（待答問題六）。 

 

貳、研究變項 

一、 個人背景變項 

    係指有關填答者之個人特質部分，分別是指—性別、教育階段、科

系、接觸經驗、國中融合班級類型，茲分述如下： 

（一） 性別：分為「男」、「女」兩組。 

（二） 教育階段：分為「高中／高職」、「大學／專科」兩組。 

（三） 科系（高中／高職）：分為「普通科」、「職業類科」兩組 

（四） 科系（大學／專科）：分為「文、法、商、教育類」、「理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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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藝術類」、「醫學類」、「其他類」五組。問卷回收後因休

閒藝術類與其他類人數較少，故整併為一組。後來分為四組：

「文、法、商、教育類」、「理工類」、「醫學類」、「其他類」。 

（五） 接觸經驗（有無）：分為「有經驗」與「無經驗」兩組。 

（六） 接觸經驗（多寡）：分為「接觸經驗少」、「接觸經驗中」、「接觸

經驗多」三組。此為依據填答問卷「求學期間（國小、國中、高

中／高職、大學／專科）」、「家人親戚間」、「社會經驗」、「其他」

所得總分，再以 1～2 分、3～4 分、5 分以上之區間分數分為三

組。 

（七） 國中融合班級類型：分為「融合實驗班」、「普通班（班上有身心

障礙學生）」、「普通班（班上無身心障礙學生）」三組。 

 

二、 融合教育經驗變項 

  內容旨在回溯國中時期研究對象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的情形、對身

心障礙同學生活與學習互動情形，及當時的想法與感覺。分為三個向度：

生活互動、學習互動、認知態度，且以量表平均總分為區分標準，填答

總分高於平均總分，表示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正向；反之，填答總分

低於平均總分，則表示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負向。 

 

三、 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 

    內容分為三向度：對身心障礙者的負向認知、行為與情感，及正向

認知。填答者在「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分量表之得分為衡量指標，

所得總分愈高，表示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愈高；反之則愈低。 

 

第二節   研究對象 

國內融合教育實施方式主要採資源教室模式，少數學校是以融合教

育實驗方式進行，過去關於接納態度的研究其研究對象雖均是普通生，



 

54 

但並未將此兩種融合教育班級類型考慮在內。本研究之母群體為目前就

讀高中（職）、大學階段，具有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班上有身心障礙同學

於同一班學習）之普通生，母群體個數龐大且難以估計。在不同班級型

態學習就會產生不同的教育經驗，為比較不同融合教育班級類型對融合

教育經驗的影響及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採立意取

樣方式，將融合教育班級類型分為三組：國中就讀融合教育實驗班、國

中就讀普通班（班上有身心障礙同學）及國中就讀普通班（班上無身心

障礙同學，此組為對照用）。其教育階段設定為自民國 96 年至 102 年自

國中畢業之普通生，目前正在就讀高中／高職一年級至三年級，大學一

年級至四年級、或專科生一年級至五年級之普通生。 

目前體制內國中融合教育實驗班僅新竹市立某國中有此班級類型，

雖已成立近 15 年，但畢業生人數極少，依據每年實驗班普通生甄選簡章

可得知，每屆約含普通生 16-18 名，以平均數每屆 17 名進行概算，約有

畢業生 187 名，依據該校教務處所提供資料，自民國 96 年至 102 年國中

畢業，目前高一至大四之學生則約有 131 名。融合實驗班畢業人數詳如

表三-1 所示： 

表 三-1 融合教育實驗班畢業人數一覽表 

融合教育實驗班畢業人數一覽表 

畢業年度(年級) 
畢業人數 

全部 男 女 

 96 年畢業(大四) 21 4 17 

 97 年畢業(大三) 19 7 12 

 98 年畢業(大二) 20 11 9 

 99 年畢業(大一) 17 8 9 

100 年畢業(高三) 17 5 12 

101 年畢業(高二) 21 9 12 

102 年畢業(高一) 16 6 10 

人數合計 131 5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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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研究目的與對象後立即與實驗班所在學校之教務處聯繫，並取

得畢業學生聯絡資料，但因實驗班畢業生年齡分布大（高一至大四），且

年代久遠，部分資料多已不確實，加上發問卷時正值高三準備升大學、

大四準備畢業找工作之際，資料蒐集著實不易。茲將本研究預試和正式

施測的對象敘述如下： 

 

壹、預試樣本 

本研究之預試樣本係以新竹市立某國中融合教育實驗班畢業之普通

生及其具有國中融合教育經驗之同年級同學為施測對象。預試時，從實

驗班每屆畢業生中隨機抽取 4 位（七屆共 28 位），再以立意取樣方式，

分別選取與實驗班畢業生同年級之有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的男／女學生，

和無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的男／女學生，三組人數比為 1：2：2，預計共

140 位（28 位：56 位：56 位）。 

研究者先以郵件與電子訊息方式，初步詢問問卷填寫意願，因搬遷、

寄戶口就讀等問題，最後僅聯繫上 15 位（個案流失率約為 53%），之後

再將紙本問卷郵寄至家中或將網路問卷寄至常收發的信箱中，並於二個

禮拜後進行催收。填答者普遍反應要尋找不同組別（普通班有特殊生、

普通班無特殊生）與不同性別的同學填答有困難，且高中又有男女校之

分，異性別之同學更難尋覓，因此後來不管性別為何，僅以國中就讀班

型為立意取樣的主要考量。 

受限於融合實驗班畢業學生人數有限，無法以增加實驗班學生人數

來增加預試人數，與指導教授及口委討論後，遂將有相同融合實驗經驗

之國中三年級融合教育實驗班 16 位學生納入預試樣本中，並以立意取樣

方式分別自新竹市立育賢國中、新竹市立建華國中及新竹市立香山高中

國中部選取國三普通班（有身障生）15 人及普通班（無身障生）15 人，

共 30 位，選取詳細狀況如表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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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 國中三年級預試選取人數分配 

國中三年級預試選取人數分配 

班別 
普通班 

(有身心障礙學生) 

普通班 

(無身心障礙學生) 

育賢國中 5 5 

建華國中 5 5 

香山高中 

(國中部) 
5 5 

合計 15 15 

 

由於事前不斷的確認與委託，預試問卷共回收 121 份，三組人數比

為 1：1.5：1.5，有效問卷為 121 份，有效樣本率為 100%，詳如表三-3。 

 

表 三-3 預試有效樣本人數 

預試有效樣本人數（n＝121） 

年級 
融合 

實驗班 

普通班 

(有身心障礙生) 

普通班 

(無身心障礙生) 
合計 

大四 1 4 3 8 

大三 3 6 6 15 

大二 2 5 4 11 

大一 3 4 4 11 

高三 1 3 3 7 

高二 2 3 3 8 

高一 3 6 6 15 

大學 9 19 17 45 

高中 6 12 12 30 

國三 16 15 15 46 

合計 31 46 44 121 

 

貳、正式樣本 

    131 位融合實驗班研究對象，扣除預試樣本 28 位（其中只聯繫上 15

位）後，共有 103 位。同樣先以郵件與電子訊息方式，初步詢問問卷填

寫意願，因搬遷、寄戶口就讀等問題，最後僅聯繫上 68 位（個案流失率

約為 33%）。請 68 位實驗班畢業生再以立意取樣方式（以不同融合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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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考量），分別尋找同年級有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的同學，和無國中融

合教育經驗同學。 

確認聯絡資料後再將紙本問卷郵寄至家中或將網路問卷寄至常收發

的信箱中，並於二個禮拜後進行催收。施測後回收問卷 328 份，三組人

數比為 1：1.5：2.2，有效問卷共 328 份，有效樣本率為 100%（如表三-4）。 

 

表 三-4 正式有效樣本人數 

正式有效樣本人數（N＝328） 

年級 
融合 

實驗班 

普通班 

(有身心障礙生) 

普通班 

(無身心障礙生) 
合計 

大四 6 10 18 34 

大三 16 11 28 55 

大二 9 13 18 40 

大一 12 9 14 35 

高三 3 19 20 42 

高二 11 16 24 51 

高一 12 27 32 71 

大學 43 43 78 164 

高中 26 62 76 164 

合計 69 105 154 328 

 

以次數分配和百分比來分析正式樣本之背景變項情形，結果整理如

表三-5 所示，詳細說明如下： 

一、 性別：女性佔有效樣本之 56.7%，男性佔 43.3%。 

二、 教育階段：高中/高職階段佔全體的 50.30%，大學/專科階段佔

49.70%。 

三、 科系：高中階段普通科佔全體的 25.3%，職業類科佔 25%；大學階

段文、法、商、教育類最多，佔全體的之 22%，再來依序為理工類

（17.4%）、醫學類（4.9%）、休閒與藝術類（3.4%）、其他類（2.1%）。

勾選「其他」者有 7 位，並未註明其科系名稱。 

四、 接觸經驗：有接觸經驗佔全體的 86.6%，無接觸經驗佔 13.4%。其

中有接觸經驗的又細分為七類，依接觸狀況排序如下：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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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國小（45.4%）、高中（31.7%）、大學（16.5%）、家人

（12.2%）、社會經驗（7%）、其他（1.2%）。勾選「其他」者有 4

位，此部分填寫資料顯示為女友的家人、鄰居、賣東西的老闆。 

五、 國中融合班級類型：融合實驗班佔全體的 21%，普通班（班上有身

心障礙學生）佔 32%，普通班（班上無身心障礙學生）佔 47%。 

 

表 三-5 正式施測問卷填答者背景之人數分配與百分比 

正式施測問卷填答者背景之人數分配與百分比（n=328） 

背景變項 組  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42 43.3 

  女 186 56.7 

教育階段 

與科系 

高中/高職  165 50.3 

普通科 83 25.3 

職業類科 82 25.0 

大學/專科  163 49.7 

文、法、商、教育類 72 22.0 

理工類 57 17.4 

 休閒、藝術類 11 3.4 

醫學 16 4.9 

其他 7 2.1 

接觸經驗 無 44 13.4 

有  284 86.6 

國小 149 45.4 

國中 191 58.2 

高中 101 31.7 

大學 54 16.5 

家人親戚間 40 12.2 

社會經驗 23 7.0 

其他 4 1.2 

國中 

融合班級 

類型 

融合實驗班 69 21.0 

普通班(班級內有身心障礙學生) 105 32.0 

普通班(班級內無身心障礙學生) 154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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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為達成本研究之目的與需要，以自編「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

障礙者接納態度問卷」作為本研究蒐集資料之工具。問卷內容細分為三

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第

三部分為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分量表。茲將問卷編製、問卷內容與填答

方式分別說明如下。 

 

壹、 問卷編製 

一、 蒐集問卷題項 

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文獻探討自編問卷，問卷內容主要參考吳武

典（1978、2001）、杞昭安（1995）、陳姿諭（2012）、羅于宣（2013）

等問卷，訪談幾位國中融合實驗班導師與資源班資深特教教師，並結合

自身擔任國中資源班教師4年、巡迴教師3年、特教班導師2年、特教組

長2年、融合實驗班副導師1年之經驗，擬定問卷初稿。 

 

二、 建立內容效度 

  調查問卷初稿草擬完成後，先請學校資深特教教師及融合實驗班畢

業學生（已大學畢業）協助初步修正。問卷初稿草擬完成後，經指導教

授及口試委員初步審核，並函請專家、學者協助針對問卷之適切性、問

卷內容、計分方式及編排格式等方面提供寶貴意見，最後再修訂並發展

出本研究的預試問卷。參與本研究調查問卷建構內容效度審查的專家學

者有10人，人員名單如表三-6（專家審查意見彙整詳參附錄一、預試問

卷詳參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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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6 專家量表內容效度審查名單（依姓氏筆劃排列） 

專家量表內容效度審查名單（依姓氏筆劃排列） 

 姓名 現   職 

學

者 

吳武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榮譽教授 

吳訓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 

鈕文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兼任教授 

韓福榮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身心障礙轉銜及休閒教育研究所

暨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助理教授 

專

家 

李欣穎 新竹市立育賢國中教務處課程研發組組長 

（融合教育實驗班導師及專任，共 10 年教學經驗） 

林祐鳳 台北市立五常國中資源班召集人專任教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教學碩士班畢業） 

陳秋娥 南投縣立南投國中資源班專任老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教學碩士班畢業） 

張錦程 台北市立大直高中資源班特教老師 

黃絢禧 新竹市立育賢國中融合教育實驗班八年級副導師 

鄭文喬 
台北市立內湖高工綜合職能科特教教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教學碩士班畢業） 

 

    最後確定預試問卷題目共57題，其中融合教育經驗32題（正向題25

題，反向題7題），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25題（正向題20題，反向題5

題）。 

 

三、 實施預試並進行信效度分析 

    郭生玉（1998）指出在編制李克特量表時，為了確定所有題目在測

量相同特質，可以採用兩種方式選擇題目：（1）分析題目鑑別力（決斷

值）、（2）計算每個題目與總分的相關，相關高表示量表內不一致性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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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預試問卷回收後，以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及Cronbach’s α係數來進

行效度及信度的考驗。分析結果如下： 

（一） 項目分析 

    預試當中，最重要的工作為項目分析（邱皓政，2010）。以下採相關

分析法及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來做為檢測量題目是否適切的依據。 

1. 相關分析法 

    相關分析是項目分析最常使用的判準，係計算每一個項目與總分的

簡單積差相關係數，一般要求在0.3以上且達統計的顯著水準（邱皓政，

2010）。本研究將相關標準訂在0.3以上或達.05的統計顯著水準，分析結

果如表三-7、表三-8所示。 

    在「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中發現A04、A16、A27、A29、A30、

A32均未達標準，予以刪除；第11題與總分的相關雖未達0.3，但有達.05

的統計顯著水準，故暫予以保留。 

    在「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分量表中，除了B04、B22、B23、B24

與總分的相關未達0.3外，其他題目均在標準內，這四題雖未達0.3，但有

達.05的統計顯著水準，故仍暫予以保留。 

2. 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 

  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又稱為小樣本分析，或稱極端組檢測法，係將

預試樣本在該量表總分的高低，取極端的27%分為高低二組，然後計算

個別的題目在兩極端組的得分平均數，具有鑑別度的題目，在兩個極端

組的得分應具有顯著差異，t 檢定達到顯著水準，此時 t 值又稱為決斷

值或臨界比（critical ration，簡稱CR），得以用於決定是否具有鑑別度，

最後將 t 檢定結果未達顯著性的題項刪除（吳明隆，2003；邱皓政，

2010）。因此，利用SPSS軟體針對高、低分組兩組人在同一題分的平均

數進行差異顯著性檢定（t -test），計算後得決斷值，並將未達顯著差異

的題目予以刪除。 

  本研究之項目分析結果如表三-7、三-8所示，依表列之相關值與CR

值顯示，在「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中發現A04、A16、A27、A29、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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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均未達.05統計顯著水準，予以刪除，刪除後各題CR值約在2.513-- 

10.265間；在「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分量表中均達.05統計顯著水準，

CR值約在2.531--12.385間。 

表 三-7「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預試問卷項目分析結果 (n=77) 

「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預試問卷項目分析結果 (n =77) 

題項 
與量表總 

分之相關 
CR值 題項 

與量表總 

分之相關 
CR值 

 A01 .719 ** 7.521 ** A17 .763 ** 7.079 ** 

 A02 .768 ** 8.461 ** A18 .745 ** 9.246 ** 

 A03 .668 ** 9.092 ** A19 .662 ** 6.644 ** 

# A04 .219 1.806 A20 .743 ** 8.001 ** 

 A05 .580 ** 5.908 ** A21 .766 ** 9.141 ** 

 A06 .532 ** 4.312 ** A22 .720 ** 6.953 ** 

 A07 .682 ** 7.452 ** A23 .319 ** 2.513 * 

 A08 .542 ** 4.524 ** A24 .339 ** 2.843 ** 

 A09 .608 ** 5.282 ** A25 .651 ** 7.194 ** 

 A10 .751 ** 10.265 ** A26 .688 ** 5.992 ** 

 A11 .283 * 2.531 * # A27 .100 .229 

 A12 .727 ** 6.957 ** A28 .542 ** 4.372 ** 

 A13 .706 ** 6.962 ** # A29 .152 1.073 

 A14 .685 ** 6.369 ** # A30 .209 1.143 

 A15 .573 ** 4.257 ** A31 .587 ** 5.003 ** 

# A16 .224 1.312  # A32 .249 * 1.674 

   *p<.05  **p<.01  (註：#表示該題刪除) 

表 三- 8「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分量表預試問卷項目分析結果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分量表預試問卷項目分析結果 

題項 
與量表總 

分之相關 
CR值 題項 

與量表總 

分之相關 
CR值 

B01 .732 ** 10.315 ** B14 .607 ** 6.575 ** 

B02 .375 ** 3.945 ** B15 .746 ** 9.382 ** 

B03 .795 ** 12.067 ** B16 .772 ** 10.224 ** 

B04 .227 * 2.531 * B17 .716 ** 8.318 ** 

B05 .764 ** 12.385 ** B18 .786 ** 11.558 ** 

B06 .713 ** 9.026 ** B19 .794 ** 12.176 ** 

B07 .725 ** 9.539 ** B20 .747 ** 9.067 ** 

B08 .711 ** 9.416 ** B21 .576 ** 6.725 ** 

B09 .737 ** 9.015 ** B22 .236 ** 2.491 * 

B10 .563 ** 8.233 ** B23 .299 ** 3.329 ** 

B11 .338 ** 3.198 ** B24 .294 ** 2.824 ** 

B12 .467 ** 5.404 ** B25 .549 ** 6.630 ** 

B13 .632 ** 8.730 **    

 *p<.05  **p<.01    n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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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效度分析 

1. 內容效度 

    本研究預試問卷經由文獻及相關問卷改編且與指導教授討論後修

改，並依專家學者審閱後修正更符合本研究之問卷，故此預試問卷具有

內容效度。 

 

2. 建構效度 

    本研究除了內容效度外，同時以因素分析法來取得問卷內容之建構

效度。Kaiser（1974）指出，執行因素分析時當KMO量數（Kaiser-Meyer- 

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達.70以上時，因素分析適合性為中

度（middling）、.80以上為良好（meritorious）、.90以上為極佳（marvelous）。

刪除項目分析中不適切的題項後，經由KMO 與 Bartlett 球形檢定發

現，本研究問卷之兩個分量表KMO取樣適切性檢定分別為.856及.897皆

屬良好，Bartlett 球形檢定為1354.275及1829.232，均達.0001顯著水準，

因此題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本研究因素分析採主成分分析法為萃取方法，並採用最大變異量

法，分別針對二個分量表進行分析。 

 

（1）「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因素分析結果 

A. 第一次因素分析 

    由表三-9可知，第一次因素分析後發現第四個因素只包含A15、

A11，第五個因素只包含A05，A23題甚至無法歸到任何因素內。根據吳

明隆（2003）指出一個層面的提數最少在三題以上，否則題項太少，無

法測出所代表的層面特質，其內容效度會不夠嚴謹，因此可考慮刪除。

因此，刪除A05、A11、A15、A23後，進行第二次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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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9「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第一次因素分析 

「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第一次因素分析 

題項 
因   素 

1 2 3 4 5 

A14 .847 .131 -.092 .108 .182 

A12 .819 .069 .146 .191 .158 

A13 .789 .237 .070 -.045 .118 

A21 .747 .387 .033 .230 -.050 

A01 .704 .278 .314 -.106 .104 

A02 .692 .271 .323 -.011 .162 

A19 .691 .094 .171 .469 -.166 

A03 .667 .290 .280 -.058 -.123 

A20 .620 .353 .065 .242 .316 

A06 .610 -.017 -.062 .199 .384 

A10 .479 .390 .409 .009 .322 

A28 .183 .837 .082 -.005 -.061 

A26 .329 .706 .076 .134 .238 

A25 .148 .647 .312 .366 .101 

A22 .555 .569 .083 .065 .095 

A17 .418 .538 .354 .210 .082 

A18 .417 .417 .414 .414 -.039 

A08 .314 .040 .785 .118 .062 

A07 .362 .067 .698 .381 .127 

A24 -.096 .040 .643 -.100 .462 

A31 .041 .357 .642 .215 .047 

A9 .109 .525 .635 .220 -.053 

#A23 .207 .445 -.465 .206 .257 

#A15 .368 .173 .036 .672 .170 

#A11 -.095 .113 .174 .657 -.008 

#A05 .359 .145 .220 .073 .731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註：#表示該題刪除) 

轉軸方法：最大變異法。 

 

B. 第二次因素分析 

第二次因素分析KMO取樣適切性檢定為.869，Bartlett 球形檢定為

1193.864，達.0001顯著水準。分為三個因素，三個因素所能解釋的變異

量百分比共64.77%。依據題目內容將因素一命名為生活互動向度，將因

素二命名為學習互動向度，將因素三命名為認知態度向度（參表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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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0「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第二次因素分析、題項與內容 

「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第二次因素分析、題項與內容 

題項 
因  素 

題  目 
1 2 3 

A14 .866 

 

我會介紹身心障礙同學給我的其他朋友或家人認識。 

A12 .828 我會主動了解身心障礙同學的特質。 

A13 .774 我會主動和身心障礙同學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 。 

A21 .722 
當身心障礙同學難過或情緒失控時，我會安慰、支持或陪伴他/

她。 

A06 .702 大家齊心協力幫助身心障礙同學，班級氣氛愈來愈融洽。 

A02 .693 能協助身心障礙同學解決困難，我覺得愉快。 

A01 .684 和身心障礙同學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我覺得自在和有趣。 

A19 .680 
我會主動協助身心障礙同學的生活需求（如：盛飯、換教室、陪

同上下樓梯、陪同上廁所）。 

A20 .660 我願意讓身心障礙同學加入我所參與的社團活動或學習組別。 

A03 .620 看到有人捉弄、排擠、欺負身心障礙同學，我會感到生氣。 

A10 .493 身心障礙同學表現不錯時，我會為他感到開心。 

A28 

 

.838  身心障礙同學可以與一般同學一起相處、學習。 

A26 .692  身心障礙同學可以擔任班級幹部或小老師。 

A25 .689  身心障礙同學會想要交朋友。 

A17 .614  我的座位願意和身心障礙同學相鄰。 

A22 .604  如果身心障礙同學出現行為或情緒反應，我能夠包容。 

A18 .553  我會提醒身心障礙同學專心上課或借筆記給他/她。 

A08 

 

.813 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使我覺得自己是有能力、幸福且幸運的人。 

A 7 .761 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使我學會關懷弱勢群體、珍惜與感恩。 

A24 .686 身心障礙同學的智力普遍偏低。 

A31 .666 
透過特教宣導活動（影片欣賞、體驗活動、入班宣導等），可以

提升身心障礙同學之需要與困難的了解。 

A09 .652 老師多花時間指導身心障礙同學，我覺得是合理的。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轉軸方法：最大變異法。  

 

（2）「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分量表因素分析結果 

    依文獻探討態度的主要成分有三，且由陡坡考驗圖得知，在因素三

之後曲線走勢趨於平坦，故將因素個數設定為三。三個因素所能解釋的

變異量百分比共57.28%。依據題目內容將因素一命名為正向認知向度，

將因素二命名為行為與情感向度，將因素三命名為負向認知向度（參表

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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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11「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分量表之因素分析、題項與內容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分量表之因素分析、題項與內容 

題項 
因素 

題  目 
1  2 3  

B19 .834 

 

大家應該多關心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服務問題。 

B18 .800 身心障礙者可以在學習上或工作上有所成就。 

B20 .779 身心障礙者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 

B25 .770 身心障礙者需要比其他人更多的接納。 

B14 .749 政府多花些錢補助在身心障礙者是合理的。 

B15 .745 一般人應多接觸身心障礙者，以了解如何與他/她們相處。 

B16 .734 身心障礙者能有正常的社交生活。 

B17 .726 身心障礙者需要的是被了解而不是同情。 

B03 .569 如果能幫助身心障礙者解決困難，我會覺得愉快。 

B05 

 

.741 

 

我願意和身心障礙者聊天，了解他們的想法與需求。 

B09 .741 如果目前班上有身心障礙同學，我願意主動幫助他/她。 

B11 .728 
未來就業或就學，我想要就讀或從事能為身心障礙者服務

的科系或工作。 

B13 .725 
如果有媒體(電視、電影、報章雜誌等)報導有關身心障礙的

議題時，我會特別去關注。 

B08 .690 如果有身心障礙者邀請我到他/她家玩，我會欣然接受。 

B10 .669 我願意當義工，為身心障礙者盡一份心力。 

B01 .624 和身心障礙者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我覺得自在。 

B06 
.554 

如果我有一位身心障礙的朋友，我願意介紹給其他朋友認

識。 

B07 .535 如果我的朋友嘲笑身心障礙者，我會加以制止。 

B12 .529 我樂意向身心障礙的推銷員購買物品。 

B21 .420 身心障礙者的學習態度是積極的。 

B23 

 

.727 
身心障礙者最好在特定的社區內工作和生活(如喜憨兒、陽

光洗車、教養院等)。 

B24 .718 對身心障礙者的工作與學習期望應降低。 

B22 .673 身心障礙者的智力普遍偏低。 

B02 .550 如果我的家族有身心障礙者，我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B04 .493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在公開場合的時候，我介意身心障礙

者站在我的旁邊。 

萃取方法：主體元件分析。  

轉軸方法：最大變異法。 

 

（三） 信度分析 

    吳明隆（2003）指出在因素分析完後，為進一步了解問卷的可靠性

與有效性，要繼續進行信度考驗分析，如果一個量表的信度愈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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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愈穩定 。 

    本研究以SPSS統計套裝軟體，針對兩個分量表進行信度分析，採用

Cronbach’s α係數來估計各題及總量表的信度係數，以檢驗各因素及總量

表之相關與內部一致性。一份信度係數佳的量表或問卷，其總量表的信

度係數最好在.80以上，如果在.70至.80之間，還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如果是分量表，其信度係數最好在.70以上，如果在.60至.70間，還可以

接受使用；如果分量表（構面）的內部一致性α係數在.60以下或總量的

信度係數在.80以下，應考量重新修訂量表或增刪題項（吳明隆，2003）。 

    本研究之「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其α係數為.942（n=77），「對身心

障礙者接納態度」分量表之α係數為.920（n =121），可見有很高的內部一

致性。詳究量表構面α係數，在「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三構面α值均

達.80以上，表示有良好的信度（參表三-12）；而在「對身心障礙者接納

態度」分量表，發現認知與行為構面的α值均達.80以上，表示有良好的

信度，情感構面的α值雖只有.661，亦在可允許的接受範圍內，而故維持

原題目（參表三-13）。 

表 三 -12「融合教育經驗」之構面信度係數 （n =77） 

「融合教育經驗」之構面信度係數 （n =77） 

構 面 題  項 題數 α 係數 

生活互動 A01-03、A06、A10 

A12-14、A19-21 11 .930 

學習互動 A17-18、A22 

A25-26、A28 6 .875 

認知態度 A07-09、A24、A31 5 .834 

  

表 三-13「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構面信度係數 （n=121）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構面信度係數 （n =121） 

構 面 題  項 題數 α 係數 

正向認知 B03、B14-20，B25 9 .934 

行為與情感 B01，B5-13，B21 11 .897 

負向認知 B2，B4，B22-24 5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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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形成正式問卷 

本研究依據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之結果，將預試問卷中題意不明、

文句不順或題型不當者予以修改或刪除，並重新編號，編製成《融合教

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正式問卷，詳參附錄三。 

參、 問卷內容與填答方式 

一、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 

（一）問卷內容 

問卷分為兩部分，一為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背景，採封閉式選項，共2

題，目的在了解進入融合教育班級時的資訊獲知狀況，由於題項呈現方

式非量表式，為求問卷版面之一致，暫納入第一部份基本資料中；另一

為李克特氏（Likerts Scales）量表選項，共22題（正向題有21題，反向題

有1題），且分為三個向度：生活互動向度、學習互動向度、認知態度向

度（參表三-14），主旨在回溯國中時期研究對象與身心障礙同學生活與

學習互動情形，及當時的想法與感覺。 

 

表 三- 14「國中融合教育經驗」題目分析表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題目分析表 

向度 題號 題數 

生活互動 正向 1-11 11題 

學習互動 正向 12-17 6題 

認知態度 正向 18-21 4題 

反向       22 1題 

 

（二）計分與解釋方式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背景」部分以描述統計方式統計；第二部分分

量表每個題目有五個選項：「非常符合」、「大部分符合」、「一半符合」、「少

部分符合」、「非常不符合」。選填「非常符合」得5分、「大部分符合」得

4分、「一半符合」得3分、「少部分符合」得2分、「非常不符合」得1分，

反向題則反之。以量表平均總分為區分標準，個人問卷填答總分高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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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總分，表示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正向，即較能了解並能共同執行融

合教育的內涵，對環境、對人的觀察較敏銳、體會也較深；反之，個人

填表總分低於平均總分，則表示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負向，即較無法

了解並執行融合教育的內涵，對環境、對人的改變較不感興趣。 

另以單題平均值瞭解不同班型的融合經驗狀態，以作為描述統計分

析用。單題最高分為5分，最低分為1分，當單題平均值於1.50分以下者，

表示其融合教育經驗非常差；平均值介於1.51~2.50分者，表示其融合教

育經驗差；平均值介於2.51~3.50分者，表示其融合教育經驗普通；平均

值介於3.51~4.50分者，表示其融合教育經驗佳；平均值於4.51以上者，

表示其融合教育經驗非常佳。 

二、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一）問卷內容 

  問卷內容共25題，分為三個向度：負向認知（共5題，均反向題）、

行為與情感（共11題，均正向題）、正向認知（共9題，均正向題），主旨

在確認研究對象對身心障礙者目前的認知、感覺及可能之行為反應（參

表三-15）。 

 

表 三- 15「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題目分析表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題目分析表 

向度 題號 題數 

負向認知 反向 1-5 5題 

行為與情感 正向 6-16 11題 

正向認知 正向 17-25 9題 

 

（二）計分與解釋方式 

以李克特（Likerts Scales）量表方式呈現，每個題目有五個選項：「非

常符合」、「大部分符合」、「一半符合」、「少部分符合」、「非常不符合」。

選填「非常符合」得5分、「大部分符合」得4分、「一半符合」得3分、「少

部分符合」得2分、「非常不符合」得1分，反向題則反之。個人問卷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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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愈高，表示其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愈積極；反之，填答總分愈低，

表示其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愈消極。 

另以以單題平均值瞭解不同班型的接納狀態，以作為描述統計分析

用。單題最高分為5分，最低分為1分，當單題平均值於1.50分以下者，

表示其接納態度非常消極；平均值介於1.51~2.50分者，表示其接納態度

消極；平均值介於2.51~3.50分者，表示其其接納態度普通；平均值介於

3.51~4.50分者，表示其接納態度積極；平均值於4.51以上者，表示其接

納態度非常積極。 

 

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實施程序可分為以下五個階段敘述：準備階段、研究工具製

作與定稿階段、預試階段、正試施測階段、資料處理與分析、研究完成

階段。 

壹、 準備階段（2013 年 2 月---2014 年 1 月） 

研究者初步擬定研究範圍為融合教育，並開始蒐集閱覽與融合教育

相關之文獻；確認研究主題為融合教育經驗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情

形後，進行文獻整理與探討工作，並研擬撰寫論文研究計畫。 

貳、 研究工具製作及定稿階段（2014 年 2 月---2014 年 5 月） 

依據所蒐集之相關資料與文獻探討，以自編「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問卷」作為本研究蒐集資料之工具，並諮詢有相

關實務經驗之資源班特教教師及敦請專家學者給予建議，增刪題目與文

句，並對格式等進行調整。 

參、 預試階段（2014 年 5 月---2014 年 6 月） 

本研究先蒐集民國 96 年至 103 年目前為國三至大四共八屆，自新竹

市立某國中融合教育實驗班畢業或國三學生之聯絡資料。問卷回收後具

融合實驗經驗者有 31 位，具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者有 46 位，和無國中融

合教育經驗者有 44 位，共 121 位。最後再依據預試問卷項目分析、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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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結果進行題目的增刪，並形成正式問卷。 

肆、 正式施測階段（2014 年 6 月---2014 年 7 月） 

依聯絡資料發放紙本問卷或 e-mail 網路問卷，在發放後一個月回收

及催收，共回收 328 份。 

伍、 資料處理與分析（2014 年 7 月） 

    將回收之有效問卷資料編碼與輸入。使用電腦統計套裝軟體 

SPSS，並進行統計分析，以回答研究之待答問題，提出研究結果，予

以討論。 

陸、 研究完成階段（2014 年 7 月） 

將資料輸出整理、歸納，提出研究結果與建議，著手撰寫完整論文。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作為收集資料之研究工具，將資料逐一檢視後

編碼並登錄，利用 SPSS for Windows 22.0 軟體進行資料分析。相關統計

如表三-16 所敘，詳細分述如下： 

壹、 描述統計 

使用次數分配表、平均數、百分比、標準差等統計量，進行基本資料與

融合教育經驗背景分析、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情形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

度現況。 

貳、 推論統計 

一、 t 考驗 

（一） 以 t 考驗探討不同性別、不同教育階段、接觸經驗（有無）、不同

國中融合班級類型之學生在國中融合教育經驗上是否有顯著差

異。 

（二） 以 t 考驗探討不同性別、不同教育階段、接觸經驗（有無）之學

生在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 以 t 考驗探討不同融合教育（正負向）經驗的學生在對身心障礙



 

72 

者的接納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二、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一）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科系之學生在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上是否有顯著差異。若達到顯著水準，則進行 Scheffe 事後比較，

以考驗各組平均數之間的差異性。 

（二）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科系、不同接觸經驗（多寡）、不

同國中融合班級類型之學生在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是否有

顯著差異。若達到顯著水準，則進行 Scheffe 事後比較，以考驗

各組平均數之間的差異性。 

三、  積差相關法 

    以積差相關法探討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之

相關情形。 

表 三-16 研究統計方法 

研究統計方法 

 研究目的 待答問題 統計方法 

一 瞭解高中（職）以

上學生國中融合

教育經驗情形及

對身心障礙者接

納態度現況。 

（一）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情形為何？ 次數分配、平均

數、百分比、標準

差 （二）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現況為

何？ 

二 瞭解高中（職）以

上學生國中融合

教育經驗差異情

形及對身心障礙

者接納態度差異

情形。 

（三）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學生其國中

融合教育經驗的差異情形為何？ 

t 考驗 

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 
（四）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學生其對身

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的差異情形

為何？ 

三 瞭解高中（職）以

上學生國中融合

教育經驗對身心

障礙者接納態度

的差異及相關情

形。 

（五）不同融合教育經驗的學生對身心

障礙者的接納態度差異情形為

何？ 

t 考驗 

（六）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

者的接納態度相關情形為何？ 

積差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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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以自編「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問卷，

採立意取樣方式對具有國中融合實驗經驗、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及國中無

融合教育經驗之高中／高職生與大學／專科生進行問卷調查，進而針對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兩者之間的差異與相關情形

做討論。全章分為五節，第一節是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情形與對身心障礙

者的接納態度現況；第二節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

驗的差異情形；第三節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其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

態度的差異情形；第四節探討不同融合教育經驗的學生其對身心障礙者

的接納態度差異情形；第五節探討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的

接納態度之間的相關；第六節為綜合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情形與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現況 

本節針對所蒐集 328 份問卷之資料，利用統計軟體 SPSS 進行描述

性統計，解釋目前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情形與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現

況，以回答待答問題一、待答問題三。 

在分數說明方面，以單題平均值瞭解不同班型的融合經驗情形與對

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現況。單題最高分為 5 分，最低分為 1 分，當單題平

均值於 1.50 分以下者，表示其融合教育經驗或接納態度非常差；平均值

介於 1.51~2.50 分者，表示其融合教育經驗或接納態度差；平均值介於

2.51~3.50 分者，表示其融合教育經驗或接納態度普通；平均值介於

3.51~4.50分者，表示其融合教育經驗或接納態度佳；平均值於4.51以上

者，表示其融合教育經驗或接納態度非常佳。經問卷調查所得資料之分

析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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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情形 

本部分旨在探討高中（職）以上學生在國中階段時參與融合教育時

的情形。 

首先，探討學生進入融合教育班級就讀時的資訊獲知狀況。由表四

-1 可知，融合實驗班學生在入學前已瞭解將與身心障礙同儕一同學習的

比例較高（n＝67，97%）；普通班（有身障生）學生大多是在入學後才

知道班上有身障生（n＝84，80%）。 

在獲知班上有身心障礙同儕的管道方面（複選題），兩班型主要均來

自老師，融合實驗班普通生的甄選因採自行報名方式，因此家長告知的

比例也很高（61%），之後為特教教師宣導（42%），身障生家長入班宣導

的比例是最低的（1%）；普通班（有身障生）學生獲知管道第二位為同

學間的討論（46%）及自己觀察他們常不在教室（42%），再來才是特教

教師宣導（10%）。 

 

表 四-1 進入融合教育班級就讀時的資訊獲知狀況 

進入融合教育班級就讀時的資訊獲知狀況 
 入學前瞭解（人數/ %） 獲知管道（人次/ %） 

是 否 
老師 

告知 

父母 

告知 

特教師 

宣導 

同學 

討論 

身障家

長入班 

自己 

觀察 
其他 

融合實驗班 

n＝69 

67 2 54 42 29 14 1  8 4 

97 3 78 61 42 20 1 12 6 

普通班（有） 

n＝105 

21 84 77  1 11 49 7 44 6 

20 80 73  0 10 46 6 42 6 

 

在「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上，由表四-2 可知，全體單題平均

是 3.70，標準差為 0.73，各題平均介於 2.99～4.35，而各向度的全體平

均數介於 3.54～3.96，大小依序為認知態度向度（M＝3.96）、學習互動

向度（M＝3.78）、生活互動向度（M＝3.54），顯示高中（職）以上學

生國中融合教育經驗佳，但在與身障礙同學生活上的互動較少，卻較願

意在學習上提供支持，以班型論，亦有類似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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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體單題平均數 3.70 為標準，當兩班型回答平均一致高（低）於

3.70，則認為該題目或描述情形符合一致高（低）的狀況。由表四-2 可

知兩班回答一致高的情形有 5 題，包括：3.國中時看到有人捉弄、排擠、

欺負身心障礙同學，我會感到生氣；5.國中時身心障礙同學表現不錯時，

我會為他感到開心；15.身心障礙同學會想要交朋友；20.國中時老師多花

時間指導身心障礙同學，我覺得是合理的；21.透過特教宣導活動，可以

提升身心障礙同學之需要與困難的了解。顯示大部分的學生會考慮身心

障礙同儕的學習與心理需求，亦會在心裡為他們感到開心與不平，且認

為透過特教宣導可以協助瞭解他們。 

全體單題標準差為 0.73，當兩班型相差 1.5 個標準差（約相差 1 分）

時則認定為有較大的差異。兩班型相差較多的部分是：7.國中時我會主

動和身心障礙同學相處；8.國中時我會介紹身心障礙同學給我的其他朋

友或家人認識；9.國中時我會主動協助身心障礙同學的生活需求。顯示

融合實驗班學生對身心障礙同儕有較多實際行動上的互動，而普通班

（有）學生大多是在心理層面的支持。 

表 四-2 不同融合班型之高中（職）以上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之平均數摘要 

不同融合班型之高中（職）以上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之平均數摘要 

題號／題目／向度 

全
體
平
均
數 

融
合
實
驗
班 

普
通
班
（
有
） 

備
註 

向度一：生活互動 3.54 3.99 3.24 序 3 

1. 國中時和身心障礙同學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我覺得自在和有

趣。 
3.52 3.93 3.25 

 

2. 國中時能協助身心障礙同學解決困難，我覺得愉快。 3.89 4.19 3.70  

3. 國中時看到有人捉弄、排擠、欺負身心障礙同學，我會感到生氣。 4.00 4.39 3.74 高 

4. 國中時大家齊心協力幫助身心障礙同學，班級氣氛愈來愈融洽。 3.59 4.09 3.23  

5. 國中時身心障礙同學表現不錯時，我會為他感到開心。 4.07 4.41 3.86 高 

6. 國中時我會主動了解身心障礙同學的特質。 3.26 3.65 3.01  

7. 國中時我會主動和身心障礙同學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 。 3.22 3.81 2.83 差大 

8. 國中時我會介紹身心障礙同學給我的其他朋友或家人認識。 2.99 3.61 2.58 差大 

9. 國中時我會主動協助身心障礙同學的生活需求（如：盛飯、換教室、

陪同上下樓梯、陪同上廁所）。 

3.41 3.96 3.02 差大 

10.國中時我願意讓身心障礙同學加入我所參與的社團活動或學習組別。 3.58 4.04 3.2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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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國中時當身心障礙同學難過或情緒失控時，我會安慰、支持或陪伴他

/她。 

3.40 3.83 3.10  

向度二：學習互動 3.78 4.00 3.64 序 2 

12. 國中時我的座位願意和身心障礙同學相鄰。 3.78 4.10 3.57  

13. 國中時我會提醒身心障礙同學專心上課或借筆記給他/她。 3.53 3.70 3.43  

14. 國中時如果身心障礙同學出現行為或情緒反應，我能夠包容。 3.79 4.06 3.62  

15. 身心障礙同學會想要交朋友。 4.10 4.32 3.96 高 

16. 身心障礙同學可以擔任班級幹部或小老師。 3.54 3.68 3.45  

17. 身心障礙同學可以與一般同學一起相處、學習。 3.95 4.12 3.84  

向度三：認知態度 3.96 4.25 3.78 序 1 

18. 國中時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使我學會關懷弱勢群體、珍惜與感恩。 3.95 4.38 3.67  

19. 國中時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使我覺得自己是有能力、幸福且幸運

的人。 

3.90 4.28 3.65  

20. 國中時老師多花時間指導身心障礙同學，我覺得是合理的。 4.35 4.61 4.18 高 

21. 透過特教宣導活動（影片欣賞、體驗活動、入班宣導等），可以提升

身心障礙同學之需要與困難的了解。 

3.99 4.13 3.90  高 

22. 身心障礙同學的智力普遍偏低。 3.63 3.86 3.48  

融合教育經驗平均數 3.70 4.05 3.47  

            標準差 0.73    

n＝174 

貳、 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現況 

本部分旨在探討高中（職）以上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現況。

針對「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分量表依整體及不同融合班型分析如表

四-3 所示。全體單題平均是 3.80，標準差為 0.56，各題平均介於 2.48～

4.31，顯示全體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積極。各向度的全體平均數介於

3.53～4.16，大小依序為正向認知（M＝4.16）、負向認知（M＝3.75）、行

為與情感（M＝3.53），顯示高中（職）以上學生接納態度是積極的，但

實際行為與情感支持卻相對弱，以班型來論，也有類似情形。 

以全體單題平均數 3.80 為標準，當兩班型回答平均一致高（低）於

3.80，則認為該題目或描述情形符合一致高（低）的狀況。由表四-3 可

知兩班回答一致高的情形幾乎全部呈現在正向認知向度上（題 9、

17-25），表示認同政府應照顧身障者、一般人應多瞭解他們、相信他們

能於學習與工作中獲得成就並對社會有所貢獻；回答一致低的都在負向

認知、行為與情感向度上（題 4-5、13-15），顯示對身心障礙者尚存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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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認為降低期望與較隔離的環境對他們較好，較少關注身心障礙者

的議題、工作與服務，且均較能接受自己對身障者的服務是以志工形式，

而不是志業（題 10-11）。 

表 四-3 不同融合班型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平均數摘要 

不同融合班型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平均數摘要 

題號／題目／向度 

全
體
平
均
數 

融
合
實
驗
班 

普
通
班
（
有
） 

普
通
班
（
無
） 

備
註 

向度一：負向認知 3.75 3.78 3.68 3.79 2 

1. 如果我的家族有身心障礙者，我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3.86 4.03 3.83 3.80  

2.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在公開場合的時候，我介意身心障礙者站在我

的旁邊。 

3.91 3.80 3.79 4.05  

3. 身心障礙者的智力普遍偏低。 3.84 3.74 3.76 3.94  

4. 身心障礙者最好在特定的社區內工作和生活(如喜憨兒、陽光洗車、

教養院等)  

3.52 3.61 3.50 3.51 低 

5. 對身心障礙者的工作與學習期望應降低。 3.63 3.71 3.53 3.66 低 

向度二：行為與情感 3.53 3.76 3.36 3.55 3 

6. 和身心障礙者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我覺得自在。 3.57 4.01 3.33 3.53  

7. 我願意和身心障礙者聊天，了解他們的想法與需求。 3.69 3.93 3.53 3.69  

8. 如果我有一位身心障礙的朋友，我願意介紹給其他朋友認識。 3.63 3.87 3.42 3.66  

9. 如果我的朋友嘲笑身心障礙者，我會加以制止。 4.05 4.22 3.74 4.19 高 

10. 如果有身心障礙者邀請我到他/她家玩，我會欣然接受。 3.73 3.83 3.50 3.84  

11. 如果目前班上有身心障礙同學，我願意主動幫助他/她。 3.97 4.29 3.64 4.06  

12. 我願意當義工，為身心障礙者盡一份心力。 3.58 3.87 3.48 3.53  

13. 未來就業或就學，我想要就讀或從事能為身心障礙者服務的科系或

工作。 

2.48 2.72 2.40 2.43 低 

14. 我樂意向身心障礙的推銷員購買物品。 3.21 3.39 3.08 3.22 低 

15. 如果有媒體(電視、電影、報章雜誌等)報導有關身心障礙的議題時，

我會特別去關注。 

3.12 3.45 3.13 2.96 低 

16. 身心障礙者的學習態度是積極的。 3.81 3.74 3.73 3.90  

向度三：正向認知 4.16 4.31 4.00 4.19 1 

17. 如果能幫助身心障礙者解決困難，我會覺得愉快。 4.09 4.25 3.89 4.16 高 

18. 政府多花些錢補助在身心障礙者是合理的。 4.10 4.26 3.96 4.13 高 

19. 一般人應多接觸身心障礙者，以了解如何與他/她們相處。 4.08 4.32 3.98 4.04 高 

20. 身心障礙者能有正常的社交生活。 4.00 4.10 3.90 4.03 高 

21. 身心障礙者需要的是被了解而不是同情。 4.31 4.49 4.06 4.41 高 

22. 身心障礙者可以在學習上或工作上有所成就。 4.29 4.52 4.10 4.32 高 

23. 大家應該多關心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服務問題。 4.18 4.30 3.99 4.26 高 

24. 身心障礙者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 4.27 4.46 4.10 4.31 高 

25. 身心障礙者需要比其他人更多的接納。 4.06 4.07 4.04 4.06 高 

整體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平均數 3.80 3.96 3.66 3.83  

                         標準差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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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最後有一題為自由填答之開放性問題，請填答者自陳影響自己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最主要的原因。328 人中共有 182 位填答，整理

填答結果，發現約略可分為四大原因：教育與接觸經驗、身障同儕特質、

個人特質與經驗、外在環境影響。由表四-4 可知影響對身心障礙者接納

態度的原因，雖然不是全部學生都填寫，也或許未填寫的意見反而更重

要，但至少可以瞭解大部分學生的內心想法。 

表 四-4 影響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的原因 

影響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的原因 

原因 
次數 

（百分比） 
說    明 

教育

與接

觸經

驗 

54 

（30%） 

1. 家庭教育：父母教導、家庭教育 

2. 家庭經驗：家裡有身障者 

3. 學校教育：曾在融合班就讀，後來就讀社工相關科系；小時候的教育，師

長幫助我學習與身心障礙者的相處方式。 

4. 學校經驗：遇到身心障礙的同學們他們人都很好；相處後瞭解他們不會危

害別人 

5. 其他：社會觀感和實際接觸有落差 

身障

同儕

特質 

53 

（29%） 

1. 積極想法：他們純真善良、努力、堅強、不畏艱苦的毅力、勇敢面對的勇

氣、認真生活的態度、懂得感恩的態度、積極的態度 

2. 消極想法：他們難溝通、失控的情緒及衛生習慣、不一樣的外表與動作、

有的人會害怕；因為他們需要、他們沒辦法、關懷弱勢；不知他們是否願

意讓人親近 

個人

特質

與經

驗 

65 

（36%） 

1. 積極想法：同理心；他們不方便一輩子，我們是不方便一下子；每一個人

都需被尊重、人人平等、大家都應擁有一樣的對待；他們是正常的人只是

有不同的生理表現；人沒有優劣之分；不會特別視他們為身心障礙者，覺

得與自身無差異 

2. 消極想法：同情；不是他願意的；幫助別人；將心比心、交換立場想，我

會希望別人多關心我；風水輪流轉；。 

3. 個人經驗：曾經受傷過、曾坐過輪椅，知道行動不方便的人的感覺 

4. 其他：看我那時的心情、自我矜持；害怕說錯話傷害到他們；不知道怎麼

伸出援手；因為愛；為換得一個微笑 

外在

環境

影響 

10 

（6%） 

1. 正向影響：老師同學們對他的支持鼓力使我受到感染 

2. 負向影響：他人眼光、外在眼光、他人觀感、環境，民眾觀念大家對特教

生有刻板印象 

3. 其他：禪修、這世界需要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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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背景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的差異情形 

本節旨在探討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高中（職）以上學生其國中融合

教育經驗是否有所差異，以「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總分與性別、

教育階段、高中科系、接觸經驗，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另以大學科系、

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等背景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達到顯著水準差異，再進一步以 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據以回

答待答問題二。 

分數說明方面，以量表平均總分（M＝81.40）為區分標準，個人問

卷填答總分高於平均總分，表示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正向，而個人填

表總分低於平均總分，則表示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負向。 

 

壹、 不同性別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的差異情形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了解不同性別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是否

有顯著差異。由表四-5可知不同性別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在總量

表、生活互動向度有顯著差異，顯示女生（M＝83.67）比男生（M＝78.40）

之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正向，較能與身心障礙同儕在日常生活中互動或提

供協助。 

表 四-5 不同性別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t 考驗分析摘要 

不同性別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t 考驗分析摘要 

向度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總量表 男 75 78.40 16.577 -2.165* 

女 99 83.67 15.352 

生活互動 男 75 37.01 9.646 -2.338* 

女 99 40.29 8.785 

學習互動 男 75 22.12 4.679 -1.453 

女 99 23.14 4.477 

認知態度 男 75 19.27 3.461 -1.805 

女 99 20.23 3.519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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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的差異情形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了解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是

否有顯著差異。由表四-6 可知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在

總量表、生活互動向度有顯著差異，顯示大學／專科生（M＝83.91）比

高中／高職學生（M＝78.94）之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正向，較能與身心障

礙同儕在日常生活中互動或提供協助。 

 

表 四-6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t 考驗分析摘要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t 考驗分析摘要 

向度 教育階段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總量表 高中／高職 88 78.94 17.585 -2.063* 

大學／專科 86 83.91 13.991 

生活互動 高中／高職 88 37.34 10.067 -2.242* 

大學／專科 86 40.45 8.165 

學習互動 高中／高職 88 22.17 4.972 -1.553 

大學／專科 86 23.24 4.099 

認知態度 高中／高職 88 19.43 3.741 -1.463 

大學／專科 86 20.21 3.247 

*p＜.05 

 

參、 不同科系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的差異情形 

以獨立樣本t 考驗了解高中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

驗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四-7可知普通科學生融合經驗（M＝81.47）較

職業科學生（M＝76.82）正向，但普通科、職業科未達顯著差異，顯示

高中階段普通科、職業科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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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7 高中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t 考驗分析摘要 

高中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t 考驗分析摘要 

向度 科系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總量表 普通科 45 81.47 19.047 1.249 

職業科 44 76.82 15.890 

生活互動 普通科 45 38.69 10.816 1.166 

職業科 44 36.20 9.207 

學習互動 普通科 45 22.93 5.047 1.342 

職業科 44 21.52 4.868 

認知態度 普通科 45 19.84 4.079 .950 

職業科 44 19.09 3.361 

 

大學科系原分為五組：文法商教育類科、理工類科、休閒藝術類科、

醫學類科、其他類科，但因休閒藝術類與其他類人數較少，故整併為一

組。後來分為四組：文法商教育類、理工類、醫學類、其他類。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了解大學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

經驗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四-8可知大學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其國中融

合教育經驗在總量表及認知態度向度上有顯著差異，因此進行Scheffé法

事後比較。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醫學類科比其他類科學生之國中融合教

育經驗正向，也比文法商教育類及其他類科學生更能體會融合教育的內

涵，並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表 四-8 大學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ANOVA 分析摘要 

大學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ANOVA 分析摘要 

向度 科系 人數 平均數 

變異數分析  

變異 

來源 

離均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事後 

比較 

總
量
表 

1 文法商教育類 40 82.45 組間 1823.86 3 607.953 3.376* 3＞4 

2 理工類 24 84.08 組內 14584.92 81 180.061   

3 醫學類 8 97.13 總和 16408.78 84    

4 其他 13 78.77       

 總和 85 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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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互
動 

1 文法商教育類 40 40.05 組間 451.04 3 150.346 2.361  

2 理工類 24 39.96 組內 5158.66 81 63.687   

3 醫學類 8 47.13 總和 5609.69 84    

4 其他 13 37.92       

總和 85 40.36   
 

   

學
習
互
動 

1 文法商教育類 40 22.40 組間 112.85 3 37.618 2.358  

2 理工類 24 23.79 組內 1292.14 81 15.952   

3 醫學類 8 26.25 總和 1404.99 84    

4 其他 13 22.62       

總和 85 23.19   
 

   

認
知
態
度 

1 文法商教育類 40 20.00 組間 153.21 3 51.071 5.627*** 3＞1 

2 理工類 24 20.33 組內 735.14 81 9.076  3＞4 

3 醫學類 8 23.75 總和 888.35 84    

4 其他 13 18.23       

總和 85 20.18       

*p＜.05  ***p＜.001 

 

肆、 不同接觸經驗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的差異情形 

與身心障礙人士接觸經驗分析如表四-9所示，可知在國中接觸到的

機會最大，佔58.2%，其次依序為國小（45.4%）、高中（31.7%）、大學

（16.5%）、家人（12.2%）、社會經驗（7%）、其他（1.2%）。 

表 四-9 與身心障礙人士接觸經驗之分析表（n＝328）（複選題） 

與身心障礙人士接觸經驗之分析表（n＝328）（複選題）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國小 149 45.4 2 

國中 191 58.2 1 

高中 104 31.7 3 

大學 54 16.5 4 

家人親戚 40 12.2 5 

社會經驗 23 7.0 6 

其他 4 1.2  

參與並填寫「融合教育經驗問」卷者必定有接觸經驗，因此不做有

無接觸經驗的探討，且由於是問「國中」融合經驗，因此僅討論國小、

家人經驗與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的差異。以獨立樣本 t 考驗進行分析，由

表四-10、四-11發現不論具有國小接觸經驗或家人接觸經驗，其國中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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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經驗在總量表及各向度均未達顯著差異，顯示有無接觸經驗的學生

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相似。 

表 四-10 國小接觸經驗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t 考驗分析摘要 

國小接觸經驗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t 考驗分析摘要 

向度 接觸經驗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總量表 有 87 80.92 17.053 -.391 

無 87 81.87 15.083 

生活互動 有 87 38.33 9.881 -.775 

無 87 39.43 8.665 

學習互動 有 87 22.89 4.831 .529 

無 87 22.52 4.334 

認知態度 有 87 19.70 3.635 -.430 

無 87 19.93 3.413 

 

表 四-11 家人接觸經驗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t 考驗分析摘要 

家人接觸經驗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t 考驗分析摘要 

向度 接觸經驗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總量表 有 19 84.89 16.964 1.006 

無 155 80.97 15.949 

生活互動 有 19 40.37 10.542 .740 

無 155 38.70 9.138 

學習互動 有 19 23.37 4.362 .672 

無 155 22.62 4.613 

認知態度 有 19 21.16 3.655 1.773 

無 155 19.65 3.476 

 

伍、 不同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的差異情形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了解不同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

育經驗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四-12 可知不同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的學生其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在總量表及各向度均達顯著差異的，顯示融合實驗班

學生（M＝89.12）比普通班（班上有身障同儕）學生（M＝76.32）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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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融合教育經驗正向，不但較能與身心障礙同儕互動或提供協助，也更

能體會融合教育的內涵，並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表 四-12 不同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t 考驗分析摘要 

不同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t 考驗分析摘要 

向度 融合班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總量表 融合實驗班 69 89.12 12.780 5.568*** 

普通班（有） 105 76.32 16.021 

生活互動 融合實驗班 69 43.90 7.527 6.419*** 

普通班（有） 105 35.58 8.865 

學習互動 融合實驗班 69 23.97 3.865 3.035** 

普通班（有） 105 21.87 4.832 

認知態度 融合實驗班 69 21.25 2.535 4.968*** 

普通班（有） 105 18.88 3.759 

**p＜.01  ***p＜.001 

 

第三節 不同背景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的差異情形 

本節旨在探討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高中（職）以上學生對身心障礙

者的接納態度是否有所差異，以「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分量表」總分

與性別、教育階段、高中科系、接觸經驗有無，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

另以大學科系、接觸經驗多寡、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等背景變項，進行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達到顯著水準差異，再進一步以

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據以回答待答問題四。 

 

壹、 不同性別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的差異情形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了解不同性別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是

否有顯著差異。由表四-13可知不同性別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在

總量表、行為與情感向度上達顯著差異，顯示女生（M＝96.81）比男生

（M＝92.64）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較積極，尤其是在整體態度、行為

與情感方面；至於負向認知與正向認知方面則無顯著差異，顯示男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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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身心障礙者的認知狀況是較一致的。 

表 四-13 不同性別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t 考驗分析摘要 

不同性別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t 考驗分析摘要 

向度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總量表 男 142 92.64 14.132 -2.704 ** 

女 186 96.81 13.582 

負向認知 男 142 18.45 3.639 -1.351 

女 186 19.00 3.654 

行為與情感 男 142 37.49 7.640 -2.801** 

女 186 39.88 7.700 

正向認知 男 142 36.70 6.696 -1.754 

女 186 37.92 5.878 

**p＜.01 

貳、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的差異情形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了解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四-14 可知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

態度在總量表、行為與情感向度上達顯著差異，顯示大學／專科階段（M

＝96.56）學生比高中／高職階段（M＝93.45）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

度較積極，尤其是在整體態度、行為與情感方面；至於負向認知與正向

認知方面則無顯著差異，顯示兩者對身心障礙者的認知狀況是較一致的。 

表 四-14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t 考驗分析摘要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t 考驗分析摘要 

向度 教育階段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總量表 高中／高職 164 93.45 15.428 -2.031 * 

大學／專科 164 96.56 12.157 

負向認知 高中／高職 164 18.80 3.781 .211 

大學／專科 164 18.72 3.530 

行為與情感 高中／高職 164 37.54 8.092 -3.080** 

大學／專科 164 40.15 7.193 

正向認知 高中／高職 164 37.10 7.248 -.863 

大學／專科 164 37.70 5.102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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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不同科系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的差異情形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了解高中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

納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四-15可知普通科、職業科無論總量表或分

向度均未達顯著差異，顯示高中階段普通科、職業科學生對身心障礙者

接納態度相似。 

 

表 四-15 高中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t 考驗分析摘要 

高中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t 考驗分析摘要 

向度 科系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總量表 普通科 83 95.59 15.818 1.635 

職業科 82 91.66 15.058 

負向認知 普通科 83 19.07 3.718 .930 

職業科 82 18.52 3.853 

行為與情感 普通科 83 38.48 8.165 1.235 

職業科 82 36.90 8.258 

正向認知 普通科 83 38.04 7.175 1.607 

職業科 82 36.23 7.247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了解大學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

納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四-16可知無論總量表或分向度均未達顯著

差異，顯示大學階段各科系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相似。 

 

表 四-16 大學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ANOVA 分析摘要 

大學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ANOVA 分析摘要 

向度 科別 人數 平均數 

變異數分析 

變異 

來源 

離均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總量表 1 文法商教育類 72 95.99 組間 422.72 3 140.91 .964 

 2 理工類 56 95.93 組內 23086.23 158 146.16  

 3 醫學類 16 101.13 總和 23508.94 161   

 4 其他 18 94.89      

 總計 162 96.35   
 

  

負向 

認知 

1 文法商教育類 72 18.67 組間 10.299 3 3.433 .271 

2 理工類 56 19.00 組內 2001.750 158 12.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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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醫學類 16 18.13 總和 2012.049 161   

4 其他 18 18.67      

 總計 162 18.73   
 

  

行為 

與 

情感 

1 文法商教育類 72 40.46 組間 240.118 3 80.039 1.603 

2 理工類 56 38.88 組內 7889.882 158 49.936  

3 醫學類 16 42.94 總和 8130.000 161   

4 其他 18 39.06      

 總計 162 40.00   
 

  

正向 

認知 

1 文法商教育類 72 36.86 組間 151.143 3 50.381 1.979 

2 理工類 56 38.05 組內 4022.888 158 25.461  

3 醫學類 16 40.06 總和 4174.031 161   

4 其他 18 37.17      

 總計 162 37.62      

 

肆、 不同接觸經驗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的差異情形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了解接觸經驗有無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是否有

顯著差異。由表四-17 可知，無論是否有接觸身心障礙者的經驗，其接納

態度在總量表、各分向度均無顯著差異，顯示有無接觸經驗之學生對身

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相似。 

 

表 四-17 接觸經驗有無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t 考驗分析摘要 

接觸經驗有無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t 考驗分析摘要 

向度 接觸經驗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總量表 無 44 95.75 11.958 .381 

有 284 94.89 14.255 

負向認知 無 44 18.95 3.162 .375 

有 284 18.73 3.726 

行為與情感 無 44 38.52 6.252 -.295 

有 284 38.89 7.970 

正向認知 無 44 38.27 5.311 .997 

有 284 37.26 6.398 

 

    其次，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接觸機會多寡對身心障礙者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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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首先，依據問卷「接觸經驗」題項中勾選狀況進

行計分、分組。原題項分為四組：求學期間接觸（國小、國中、高中、

大學）、家人親戚、社會經驗、其他。由於家人親戚間有身心障礙者其接

觸時間及頻率應該會更多，因此採加權方式以 2 分來計，其餘經驗則以

1 分來計分，並以此總分為「接觸多寡」分數，並依分數 1～2 分、3～4

分、5 分以上分為三組，分別代表「接觸經驗少」、「接觸經驗中」、「接

觸經驗多」。 

由表四-18 可知無論接觸經驗多寡其接納態度在總量表或向各度均

未達顯著差異，顯示無論接觸多或少其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相似。 

 

表 四-18 不同接觸經驗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ANOVA 分析摘要 

不同接觸經驗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ANOVA 分析摘要 

向度 接觸多寡 人數 

 變異數分析 

平均數 變異 

來源 

離均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總量表 1 接觸少 195 94.38 組間 282.430 2 141.215 .693 

 2 接觸中 74 95.47 組內 57223.964 281 203.644  

 3 接觸多 15 98.60 總和 57506.394 283   

 總計 284 94.89  
    

負向 

認知 

1 接觸少 195 18.74 組間 4.195 2 2.098 .150 

2 接觸中 74 18.62 組內 3925.467 281 13.970  

3 接觸多 15 19.20 總和 3929.662 283   

 總計 284 18.73  
    

行為 

與 

情感 

1 接觸少 195 38.55 組間 132.318 2 66.159 1.042 

2 接觸中 74 39.27 組內 17842.513 281 63.496  

3 接觸多 15 41.47 總和 17974.831 283   

 總計 284 38.89  
    

正向 

認知 

1 接觸少 195 37.09 組間 20.254 2 10.127 .246 

2 接觸中 74 37.58 組內 11562.465 281 41.148  

3 接觸多 15 37.93 總和 11582.718 283   

 總計 284 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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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不同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的差異情形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了解不同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的學生對身心障礙

者接納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四-19可知不同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的學

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在總量表及行為與情感、正向認知向度上均達

顯著差異，因此進行Scheffé法事後比較。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融合實

驗班學生比普通班（有身障生）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較積極，無

論在整體態度與行為與情感、正向認知向度均如此。 

 

表 四-19 不同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ANOVA 分析摘要 

不同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ANOVA 分析摘要 

向度 融合班型 人數 平均數 

變異數分析  

變異 

來源 

離均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事後

比較 

總
量
表 

1 融合實驗班 69 98.99 組間 2510.01 2 1255.00 6.668** 1>2 

2 普通班（有） 105 91.42 組內 61172.99 325 188.23   

3 普通班（無） 154 95.66 總和 63683.00 327    

總計 328 95.00  
    

 

負
向
認
知 

1 融合實驗班 69 18.88 組間 19.40 2 9.70 .726  

2 普通班（有） 105 18.41 組內 4342.05 325 13.36   

3 普通班（無） 154 18.95 總和 4361.45 327    

總計 328 18.76  
    

 

行
為
與
情
感 

1 融合實驗班 69 41.32 組間 787.09 2 393.55 6.777** 1>2 

2 普通班（有） 105 36.99 組內 18873.98 325 58.07   

3 普通班（無） 154 39.00 總和 19661.07 327    

總計 328 38.84  
    

 

正
向
認
知 

1 融合實驗班 69 38.78 組間 347.35 2 173.67 4.520* 1>2 

2 普通班（有） 105 36.02 組內 12487.13 325 38.42   

3 普通班（無） 154 37.71 總和 12834.48 327    

總計 328 37.40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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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融合教育經驗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的差

異情形 

本節旨在探討同融合教育經驗的學生其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是

否有所差異，以「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分量表平均總分（M＝81.40）為

標準，將所有樣本分為正向經驗組與負向經驗組，當個人填表總分高於

平均總分，則屬具正向經驗；個人填表總分低於平均總分，則屬具負向

經驗。正負向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總分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

據以回答待答問題五。 

由表四-20 可知正負向融合教育經驗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在總量

表及行為與情感、正向認知向度上達.001 的顯著差異。顯示國中融合教

育經驗較正向者，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也會較積極。 

 

表 四-20 正負向融合教育經驗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t 考驗分析摘要 

正負向融合教育經驗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t 考驗分析摘要 

向度 融合教育經驗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總量表 正向 95 103.11 8.483 11.358*** 

負向 79 83.97 12.816 

負向認知 正向 95 18.69 4.300 .355 

負向 79 18.48 3.482 

行為與情感 正向 95 43.96 5.590 12.548*** 

負向 79 32.39 6.568 

正向認知 正向 95 40.45 3.625 8.252*** 

負向 79 33.10 7.194 

***p＜.001 

 

 

第五節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的相關 

本節旨在探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情形，

以二分量表填答得分情況，進行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藉此瞭解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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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各向度及整體的關係，並據以回

答待答問題六。 

    邱皓政（2010）指出相關係數為一標準化係數，不受變項單位與集

中性的影響，係數值介於±1之間，當相關係數r＝±1時稱為完全正（負）

相關，.70～.99稱為高度相關，.40～.69稱為中度相關。由表四-21可知國

中融合教育經驗總量表及各分向度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在總量表、

行為與情感、正向認知向度達高度相關（均在.72以上），但與負向認知

向度無明顯相關。顯示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愈正向（包括生活與學習互動

愈多、認知態度愈佳），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愈積極，同時表現在行為

與情感，及正向的認知方面。 

 

表 四-21 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積差相關情形 

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積差相關情形 

融合經驗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總量表 負向認知 行為與情感 正向認知 

總量表 .829** -.003 .847** .722** 

生活互動 .728** -.060 .810** .585** 

學習互動 .833** .042 .777** .793** 

認知態度 .778** .091 .717** .722** 

*p＜.05  **p＜.01 

 

 

第六節   綜合分析與討論 

依據本研究統計分析所得結果進行討論。 

壹、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情形綜合討論 

一、 進入融合教育班級前就讀時的資訊獲知狀況 

融合實驗班入學前已瞭解有身障同儕共讀的比例高達 97%，普通班

（有身障生）大多是在入學後才知道班上有身障生（80%）。 

 

二、 獲知班上有身心障礙同儕的管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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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融合實驗班：主要來自老師（78%），其次依序為家長告知（61%）、

特教教師宣導（42%）、同學間的討論（20%）、自己觀察他們常

不在教室（12%）、其他（6%），最後則為身障生家長入班宣導

（1%）。 

（二） 普通班（有身障生）：主要來自老師（73%），其次依序為同學間

的討論（46%）、自己觀察他們常不在教室（42%）、特教教師宣

導（10%），最後則為其他（6%）、身障生家長入班宣導（6%）、

家長告知（0%）。 

（三） 勾選「其他」者共有 10 位，均表示他們自己一看就知道，不需

要家長或老師說（可能是外顯障礙）。 

    綜合分析兩班型獲知管道，差異較大的在於家長告知部分（融 61%，

普 0%），可能原因為融合實驗班普通生的甄選因採自行報名方式，因此

家長告知的比例很高，普通班（有身障生）的家長因不知班級內部組成

而無法預先告知，但融合實驗班家長告知或同意讓孩子就讀是否就代表

家長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較積極？或認同融合教育的理念？可能需進

一步再釐清。 

 

三、 融合教育經驗偏向 

研究顯示全體、融合實驗班、普通班（有身障生）學生其融合教育

經驗為佳或普通。三向度依得分高低依序為認知態度向度、學習互動向

度、生活互動向度，顯示高中（職）以上學生國中融合教育經驗佳，在

與身障礙同學生活上的互動雖較少，但卻較願意在學習上提供支持。本

研究結論與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研究指出「大部份普通生都接

受與身心障礙同儕同班，並且樂意幫助他們提高成績」類似，但與 Kishi

和 Meyer（1994）指出「有參與重度障礙同儕支持方案的學生與身心障

礙者的關係多為照顧關係」略有不同。推論可能是因為香港與台灣同屬

亞洲國家，個性較內斂，表達較含蓄，因此關心與認同往往擺在心裡，

較少表示出來。且謝怡萱（2012）研究指出教導身障者的同學，心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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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有相對優越感的。因此本研究結論或許才會顯現大部分的人在認知

態度與學習互動上會給與較多的支持。 

 

四、 融合經驗相同處 

融合實驗班、普通班（有身障生）學生均會考慮身心障礙同儕的學

習與心理需求，認為老師多花點時間指導他們是合理的，認同他們有交

友的需求，會在心裡為他們的表現或遭遇感到開心與不平，且認為透過

特教宣導可以協助瞭解他們。 

 

五、 融合經驗相異處 

融合實驗班學生對身心障礙同儕有較多實際行動上的互動，如：主

動聊天、出遊、協助生活需求，介紹給家人認識等，但普通班（有）學

生則較少如此。本研究與謝怡萱（2012）研究指出「參與國小融合實驗

的國中生相較於一般同儕對身障同儕會有較大的包容力，較了解和身障

同儕互動的方式」有類似結論，也與 Roberts 和 Smith（1999）研究指出

「有將近半數的普通班學生表示並沒有和班上的身心障礙學生有所互

動」結論類似。 

 

貳、 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現況綜合討論 

一、 接納態度偏向 

研究顯示全體、融合實驗班、普通班（有身障生）、普通班（無身障

生）學生接納態度是積極的。三向度依得分高低依序為正向認知、負向

認知、行為與情感，顯示高中（職）以上學生接納態度是積極的，但實

際行為支持卻相對弱。 

 

二、 接納態度相同處 

融合實驗班、普通班（有身障生）、普通班（無身障生）學生均在正

向認知向度上有較高的一致性，均在行為與情感向度上有較低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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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且均較能接受自己對身障者的服務是以志工形式，而不是志業。 

 

三、 影響接納態度原因 

整理 182 位填答者自由填寫之開放性問題發現，個人的特質與（受

傷）經驗（36%）、教育與接觸經驗（30%），及身障同儕特質（29%）是

影響其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的重要原因，而外在環境影響（如：他人

的眼光、禪修等）僅 6%表示受此影響。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與蕭芳玲

（1995）研究指出形成及改變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原因略有不同。在個

人特質部分，與謝怡萱（2012）研究結論「和身障或弱勢同儕的互動，

取決個人信念和人際關係」類似，但與杞昭安（1995）研究結論「接納

態度與心理特質無顯著差異」相反。在身障同儕特質方面則與大部分研

究（涂添旺，2002；張照明，1996；梁偉岳，1995；黃崑發，2001）有

類似結論，均因身障同儕認真生活的態度、毅力等而接納，也均因情緒

與衛生習慣不佳等而較不被接納。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雖有 30%的填寫者認為其接納態度和「教育與

接觸經驗」有關，但後續在接觸經驗的分析上卻無顯著相關，可能原因

是「接觸」只是一個認識身心障礙者的媒介，但真正影響態度的原因是

「教育內容」。此與 Diamond、Hestenes、Carpenter 和 Innes（1997）研

究指出「接觸經驗的品質是影響一般學童正向態度的關鍵」正不謀而合。 

 

參、 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差異情形之研究發現 

一、 性別 

不同性別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在總量表、生活互動向度有顯

著差異，顯示女生比男生之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正向，較能與身心障礙同

儕在日常生活中互動或提供協助。本研究結果與 Kishi 和 Meyer（1994）

有類似結論，均顯示女生比男生更願意主動接觸身障同學。 

 

二、 教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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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在總量表、生活互動向度有

顯著差異，顯示大學／專科生比高中／高職學生之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正

向，較能與身心障礙同儕在日常生活中互動或提供協助。由於本研究是

以回溯法探詢過去 1～7 年前的經驗，推論有此結論可能因心理成熟或是

遺忘所致，高中／高職生因距離國中只有 1～3 年，記憶與感受較鮮明，

大學／專科生可能受後來的經驗或學習而產生顯著誤差。 

 

三、 科系 

高中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未達顯著差異，顯示

高中階段普通科、職業科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相似。但大學階段不

同科系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在總量表及認知態度向度上有顯著差

異。經 Scheffé法事後比較結果發現醫學類科比其他類科學生之國中融合

教育經驗正向，也比文法商教育類及其他類科學生更能體會融合教育的

內涵，並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四、 接觸經驗 

與身心障礙人士接觸經驗國中接觸到的機會最大，佔 58.2%，其次

依序為國小（45.4%）、高中（31.7%）、大學（16.5%）、家人（12.2%）、

社會經驗（7%）、其他（1.2%）。不論具有國小接觸經驗或家人接觸經驗，

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在總量表及各向度均未達顯著差異，顯示有無接觸

經驗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相似。 

 

五、 國中融合班級類型 

不同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的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在總量表及各向

度均達.001 的顯著差異，顯示融合實驗班學生比普通班（班上有身障同

儕）學生之國中融合教育經驗顯著正向，不但較能與身心障礙同儕在日

常生活中互動或提供協助，也更能體會融合教育的內涵，並珍惜現在所

擁有的。本研究結論與 Diamond 和 Carpenter（2000）研究指出「參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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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班的一般孩童較能察覺身障同儕的需求，也較知道如何協助他們」類

似。 

得注意的是，雖然兩種班型學生均稱為「融合班級」，均有接觸身障

同儕的機會，亦有導師與特教老師同時介入輔導，但其在融合教育經驗

的感受或行為互動竟達顯著差異。謝怡萱（2012）就指出曾參與國小融

合實驗的學生，在評價國中同班之身障同儕處境時提到，有的同學對他

們會有負面行為，且有的老師對他們包容度低，有的卻又提供過多特殊

待遇，均是對身障同學的不瞭解。由此可約略看出兩種融合班型還是有

「質」方面的不同。 

 

肆、 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其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差異情形之研究發

現 

一、 性別 

不同性別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在總量表、行為與情感向度

上達顯著差異，顯示女生比男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較積極，尤其是

在整體態度、行為與情感方面；至於負向認知與正向認知方面則無顯著

差異，顯示兩者對身心障礙者的認知狀況是較一致的。本研究結果與李

碧真（1992）有類似結論，李碧真指出不同性別之國中學生對聽覺障礙

學生的接納態度在行為傾向和總態度有顯著差異，但在認知層面則無顯

著差異。同時，亦與吳武典、梁能（1978）、吳勝儒（2000）、李玉琴（2002）、

林春嬿（2011）、林真鍊（2004）、邱佩瑩（1994）、張照明（1996）、梁

偉岳（1995）、陳姿諭（2012）、陳瑞霞（2012）、彭源榮（2003）、曾月

琴（2004）、曾目哖（2004）、黃崑發（2001）、黃金美歡（2005）、黃

富廷（1995）、楊麗香（2003）、葉振彰（2006）有相同結論，均指出女

生比男生積極。但與朱敏倫（2010）、吳武典等人（2001）、吳麗君（1987）、

杞昭安（1995）、涂添旺（2002）、黃翠琴（2005）、蕭芳玲（1995）、羅

于宣（2013）、De Laat 等人（2013）有不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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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階段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在總量表、行為與情感

向度上達顯著差異，顯示大學／專科階段學生比高中／高職階段學生對

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較積極，尤其是在整體態度、行為與情感方面；至

於負向認知與正向認知方面則無顯著差異，顯示兩者對身心障礙者認知

狀況是較一致的。本研究結果與吳武典等人（2001）、吳勝儒（2000）、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陳姿諭（2012）、曾月琴（2005）、曾目哖

（2004）有類似結論，均指出年級較高、年齡較大或教育程度較高者接

納態度愈積極。且本研究結果同時與吳武典、梁能（1978）整理國外研

究相呼應，研究歸納指出對正在求學者來說，受教年限與身障者的接納

性呈曲線相關，即接納性自小學後下降，到高中才恢復上升，一直到大

學、研究所為止。 

 

三、 科系 

高中、大學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無論總量表或分向度均無顯著差

異，顯示高中（職）以上各科系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相似。本研

究結果在高中職部分與曾目哖（2004）、陳姿諭（2012）研究顯示「高中

學生比高職學生積極」結論不同，在大學階段也與杞昭安（1995）、張

照明（1996）研究顯示「特教系、幼教系較積極；教育學院與藝術學院

學生較積極」的結論不同，推論原因可能是本研究大學科系分類，原本

18 個群組的科系，只分為四類科，各類科人數均不到 80 人，與上述研

究動輒 1000 人以上的樣本量有極大差異，故研究結果因此有異。 

 

四、 接觸經驗 

接觸經驗有無、接觸經驗多寡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在總量表、各

分向度均無顯著差異，顯示有無接觸經驗、或接觸多或少之學生，對身

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相似。本研究結果與邱鈺喬（2003）、彭源榮（2003）、

黃翠琴（2005）、羅于宣（2013）有相同結論，均顯示接觸與否在對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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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態度上並未有顯著差異。但與國內外大部分研究結論（朱敏倫，

2010；吳武典等人，2001；李玉琴，2002；杞昭安，1995；林春嬿，2011；

林真鍊，2004；張照明，1996；陳姿諭，2012；陳鳳雅，1996；曾月琴，

2004；黃馭寰，2002；葉振彰，2006；劉德輝，2002；Pettigrew & Tropp, 

2005；Smart, 2001；Yuker, 1994）是相異的。王敏行（2007）以應用聯

合分析法探討過去之接觸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偏好態度之關係，研究指

出接觸經驗有無在障礙相關特質水準偏好順序上並未有明顯的差異；過

去有接觸身心障礙之研究對象仍對智能障礙者與精神障礙者有較低的偏

好（相對於肢體障礙與視覺障礙），對較嚴重程度的障礙與較高可能的

攻擊行為也有較低的接受度。本研究探討接觸經驗時僅針對接觸時間進

行探討，未限定障別亦未瞭解研究對象接觸身心障礙者的狀況（如：障

礙程度、障礙別等）。吳麗君（1987）、黃翠琴（2005）、林東山（2005）、

Blake 等人（2014, in press）均指出身障者的障礙程度、類型均會影響接

納度，故推論研究結果因此有異。 

 

五、 國中融合班級類型 

不同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在總量表及行

為、認知向度上均達顯著差異，經 Scheffé法事後比較結果發現，融合實

驗班學生比普通班（有身障生）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較積極，無

論在整體態度、行為與情感、正向認知向度均如此，尤其是在整體態度

與行為與情感向度，甚至達到.01 的顯著差異。深究差異原因可能與實驗

經費支持、師生比有關，但更可能是特教教師與普通教師的配搭有關。

蕭芳玲（1995）研究發現當師長曾教導或者本身有良好的行為示範，學

生議會有較正向的態度；饒敏（1996）則提出國中普通教師對身心障礙

學生回歸主流的態度呈正負向態度互現的情形。融合實驗班的導師雖不

是特教教師，但身旁總有一至二位特教教師從旁協助與提醒，耳濡目染

下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態度勢必與一般普通教師（班上有身障生）較正

向與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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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另外發現普通班（無身障生）雖然未與其他兩組學生有達顯

著差異，但其量表總分與分向度均高於普通班（有身障生），這樣的結果

似乎在說明如果融合教育若未提供足夠的資源與支援，未建立完善的輔

導管教機制，其效果比未接觸融合教育的人要來的差。就研究者在學校

任教的經驗，融合實驗班結合了課程設計與大量接觸身心障礙者的特

點，推論可能是此研究結果的主因，這亦呼應王敏行、陳靜江（2004）

整理國外學者論點，指出同時具「正確認識身心障礙者的知識」與「身

心障礙者直接的接觸經驗」可增進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此外， 

 

伍、 不同融合教育經驗的學生其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差異情形之研

究發現 

研究發現正負向融合教育經驗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在總量表、行

為與情感、正向認知向度上達.001 的顯著差異，顯示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較正向者，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也會較積極。依據表四-9 接觸經驗分

析表可知，在就學階段接觸到身心障礙者的機率很高，但接觸經驗有無

與多寡並未顯著影響個人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反倒是正負向融合

經驗（即接觸品質）對接納態度有影響。吳武典、梁能（1978）整理國

外文獻指出對身障者接納態度自國小後下降，至高中才恢復上升。因此

國中階段對身障者的接納態度是最低的，但國中階段經歷正負向融合經

驗與日後的接納態度有顯著差異，可見得在國中階段實施有品質的融合

教育更顯重要。 

 

陸、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間的相關之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融合教育經驗總量表及各分向度與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

度在總量表、行為與情感、正向認知向度達高度相關（均在.72 以上），

與負向認知向度無明顯相關。顯示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愈正向（包括生活

與學習互動愈多、認知態度愈佳），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愈積極，同時

表現在行為與情感，及正向的認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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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透過問卷調查，探討國中融合教育經驗情形，對身心障

礙者接納態度之現況，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性別、教育階段、科系、

接觸經驗、國中融合班級類型）的高中（職）以上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

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差異情形，分析不同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之差異情形，及探討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和身心障

礙者接納態度之相關。本章即是綜合本研究結果與發現，歸納各項結論，

並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教育行政單位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歸納以下結論： 

1. 普通班學生獲知班上有身心障礙同儕的管道方面，有七成主要來自

老師，一成來自特教老師。 

2. 高中（職）以上學生國中融合教育經驗佳，在三向度中平均得分由

高至低順序為：認知態度、學習互動、生活互動。 

3. 高中（職）以上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積極，在三向度中平均

得分由高至低順序為：正向認知、負向認知、行為與情感。 

4. 影響高中（職）以上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的重要原因依序為：

個人的特質與經驗、教育與接觸經驗及身障同儕特質。 

5. 就性別而言，女生比男生之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正向，在總量表、

生活互動向度有顯著差異，但在學習互動與認知態度向度則無顯著

差異；且女生比男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較積極，在總量表、行

為與情感向度上達顯著差異，但在正向認知與負向認知向度則無顯

著差異。 

6. 就教育階段而言，大學階段學生比高中階段學生之國中融合教育經

驗較正向，在總量表、生活互動向度有顯著差異，但在學習互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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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態度向度則無顯著差異；大學階段學生比高中階段學生對身心

障礙者接納態度較積極，在總量表、行為與情感向度上達顯著差異，

但在正向認知與負向認知向度則無顯著差異。 

7. 就科系而言，高中階段普通科、職業科學生之國中融合教育經驗無

顯著差異，且高中、大學階段不同科系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

度無論總量表或分向度均無顯著差異；大學階段醫學類科比其他類

科學生之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在總量表及認知態度向度上較正向，且

醫學類科比文法商教育類科在認知態度向度上較正向。 

8. 就接觸經驗而言，不論具有國小接觸經驗或家人接觸經驗，其國中

融合教育經驗在總量表及各向度均無顯著差異；接觸經驗有無、接

觸經驗多寡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在總量表、各分向度均無顯著差

異。 

9. 就國中融合班級類型而言，融合實驗班學生比普通班（班上有身障

同儕）學生之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正向，在總量表、生活互動向度、

學習互動向度、認知態度向度均達顯著差異；融合實驗班學生比普

通班（有身障生）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較積極，在整體態度、

行為與情感、正向認知向度均達顯著差異。 

10. 就正負向融合經驗而言，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正向者，對身心障礙

者接納態度也會較積極，在總量表、行為與情感、正向認知向度上

有顯著差異，但在負向認知向度則無顯著差異。 

11. 融合教育經驗總量表及各分向度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在總量

表、行為與情感、正向認知向度達高度相關，與負向認知向度無明

顯相關。 

12. 普通班（無身障生）在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上雖然未與融合實驗

班及普通班（有身障生）學生達顯著差異，但其總量表與分向度均

高於普通班（有身障生），可見如果融合教育未提供足夠的資源與支

援，未建立完善的輔導管教機制，其效果比未接觸融合教育的人要

來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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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正向融合教育經驗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有顯

著影響，因此提出以下建議事項，提供學校行政單位、普通教育教師與

特殊教育教師，作為實施融合教育之參考，以及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壹、 對學校行政單位之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普通班（有身障生）學生其國中融合教育經驗偏

負向，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最消極，但大部分的學生認為透過特教宣

導活動（影片欣賞、體驗活動、入班宣導等），可以提升身心障礙同學之

需要與困難的了解。因此定期舉辦校內對學生、對家長、對老師之特教

宣導活動，無論是採活動、競賽、演講、體驗或班級討論等，均有助於

大家對身心障礙者的認知與瞭解。 

 

貳、 對普通教育教師之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普通生對於身心障礙同儕的認知態度尚可，但互動

上較少。因應十二年國教，每位普通生每學期都應做滿 6 小時的學習服

務時數，老師可善用此機會，鼓勵學生到學校特教組申請擔任小志工，

可以跟特教班學生聊天、講故事，也可以幫資源班學生複習英文單字、

講解數學練習題等，藉著具體的活動，建立身心障礙學生與人互動的機

會，也可以藉此瞭解不同障礙別的同儕特質。 

 

參、 對特殊教育教師之建議 

本研究顯示融合實驗班學生比普通班（班上有身障同儕）學生之國

中融合教育經驗顯著正向，且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也顯著積極，深究

差異原因可能與普通教育教師的配搭有關。特教教師在進行個案管理

時，也應同時注意班級氣氛與教師態度，從旁提供協助或支持，使普通

生能有正向楷模可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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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研究對象 

在取樣階段方面，本研究以高中（職）以上學生為對象（不包含研

究生），但因探究的是國中融合經驗，可能受記憶、後來的經驗或學習而

產生誤差，故建議可針對單一階段進行深入的研究。 

    在取樣對象方面，本研究以就讀融合實驗班、普通班（有身障生）

與普通班（無身障生）三種班型為對象，目前對普通班學生接納態度的

研究已經很多了，而對融合實驗班的研究大多在於學前與國小，建議未

來研究可針對國中、高中或跨階段的融合實驗班進行深入了解。 

 

二、 研究方向 

本研究僅針對普通生的融合經驗與接納態度進行探討，未能將身心

障礙者納入，建議未來進行類似研究時可探究不同安置班型的身心障礙

學生的自我接納狀況，更能瞭解融合教育的全貌。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量化的問卷調查法，所獲得的訊息有限，建議未來進行類

似研究時可增加質性研究以補問卷研究之不足。 

 

四、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係研究者整理相關問卷及文獻後編製，雖進行項目分

析、信效度考驗，仍有未考慮到的題項，且無法確認填答者是否均如實

填寫，還是會對自己的真實態度進行掩飾，或對量表填答不認真等。建

議未來進行類似研究時可採用不同的態度測量法，如語意差異量表、社

會距離尺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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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問卷專家審查意見彙整表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問卷 

《專家審查意見彙整表》 
以下分別以代號 A-J 表吳武典、吳訓生、鈕文英、韓福榮、李欣穎、林祐鳳、陳秋娥、

張錦程、黃絢禧 

第一部份 基本資料 

一、家庭基本資料 

題    目 

專家意見 
修正

情形 適合 
修正後

適合 

不適

合 

1.你認為你的父母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為： 

□非常接納  □接納  □不接納  □非常不接納  □無意見 
CDEFHIJ A BG 刪除 

2.你認為你的父母對融合教育的支持程度為： 

□非常支持  □支持  □不支持  □非常不支持 □無意見 
CDEFHIJ A BG 刪除 

整體建議： 

A：「無意見」，修正為「不確定」。 

B：題目是國中的學校教育經驗，不要離題到父母的態度。 

G：這個部分是否是想要瞭解學生選擇就讀融合教育的原因？若是如此，是否僅需要直接以「國

中選擇就讀融合教育班的原因？」陳述之。 

二、 個人基本資料 

題    目 

專家意見 
修正

情形 適合 
修正後

適合 

不適

合 

1.性別：□男  □女 ABCDEF

GHIJ 
  保留 

2.教育階段：□高中(職)  □大學、專科  ACDEFG

HIJ 
B  保留 

3.就讀科系： 

□普通科  □文、法、商、教育類  □理工類   

□休閒、藝術類  □醫學 □其他               

ACDEFG

HIJ 
B  保留 

4.參與社團：□服務性  □非服務性 

AG：增列「未參與」； 

B：不適合，聚焦於教育經驗，不要夾雜社團。 

CDEFHIJ AG B 刪除 

5.曾接觸身心障礙人士的經驗：（可複選） 

□求學期間  

（請續填：□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  

□家人親戚間  □社會經驗(打工或家教)     □無 

AG：修正為「高中/職」、「大學/專科」 

G：刪除選項「無」。F：增列「其他」 

BCDEHIJ AGF  修正 

6.國中接受融合教育的類型： 

□融合實驗班    

□普通班(班級內有身心障礙學生)    

BCDEFG

HIJ 
A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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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班(班級內無身心障礙學生，請直接跳答「第二部分

「接納態度」問卷)   

A：「國中接受融合教育的類型」修正為「國中階段接觸融

合教育的狀況」、「請直接跳答」修正為「選答此項者

請跳答」； 

7.進入國中就讀前，已了解班上將有身心障礙同學與你一

同學習？ 

□是，就讀前已了解   □否，就讀後才知道  

A：增「是否」已了解… 

E：「進入國中就讀前」，修正為「國中入學前」。 

BCDFGHI

J 
AE  修正 

8.你如何知道班上有身心障礙同學？ 

□導師告知      □父母告知   

□特教老師宣導    □同學間的討論 

□身心障礙同學家長自己到班上說明 

□我自己感覺有些同學很奇怪，且上某些課他們常常不在

教室  

□其他                               

ADJ：增「可複選」 

E：「我自己感覺…」，修正為「我覺得有些同學很奇怪，

且他們有些課程沒有在教室與同學一同學習」。 

F：「導師」，修正為「老師」。 

BCGHI ADEFJ   修正 

整體建議： 

A：每個選項前面加代號(1)、(2)…便於後續編碼。 

B：第 2、3 題可以合併在一起，且第 3 題屬大學的分類，高職部是分學群。 

三、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填答說明：以下請回溯你國中時期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的情形與當時的感覺，並

選出最符合當時情形的選項。】 

 專家意見 
修正

情形 適合 
修正後

適合 

不適

合 

選填方式：以李克特氏（Likerts 

Scales）五點量表呈現  

※「選填方式」修正意見： 

A：修正為「非常不符合」、「不符

合」、「有些符合」、「符合」、「非常符合」 

C：設計李克特量表時，欲將之視為等距變項總計分數時，

須注意選項之間確實是等距的（Hickson et al., 1995），並

且明確界定所要評定之各等級代表的意義（Kerlinger & 

Lee, 2000）；避免全有或全無等極端的選項(如：總是和從

未如此)，若欲安排極端的選項，宜以次序變項處理。建議

修改為：很少如此(含 20%以下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含 2

次以下)、偶爾如此(21%至 40%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 3-4

次)、多數如此(41%至 60%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 5-6 次)、

經常如此(61%至 80%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 7-8 次)、經常

如此(含 81%以上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含 9 次以上)。 

BDEFGHI

J 
AC  修正 

題目 專家意見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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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時… 適合 
修正後

適合 

不適

合 

情形 

1. 和身心障礙同學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我覺得很

自在和有趣。 

C：刪除「很」。 

ABDEFG

HIJ 
C  修正 

2. 能幫助身心障礙同學解決困難，我覺得很愉快。 

C：刪除「很」。E：「幫助」，修正為「協助」。 

G：措辭修正。 

ABDFHIJ CEG  修正 

3. 看到有人捉弄、排擠、欺負身心障礙同學，我會很生氣。 

C：「很生氣」，修正為「感到生氣」。 

ABDEFG

HIJ 
C  修正 

4.身心障礙同學表現不錯時，我會為他感到開心。 ABCDEF

GHIJ 
  保留 

5.我覺得身心障礙同學的奮鬥精神令人敬佩，有很多我可

以倣效、學習的地方。 

E：刪除「的奮鬥精神令人敬佩，」 

ABCDFG

HIJ 
E  保留 

6.為了齊心協助身心障礙同學，我覺得班級整體氣氛愈來

愈融洽。 

A：修正為「大家齊心協力幫助身心障礙同學，班級氣氛

愈來愈融洽」。 

B：不適合，不要預設班級氣氛變融洽。 

E：刪除「氣氛」，「融洽」修正為「團結」。 

CDFGHIJ AE B 修正 

7.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使我學會關懷弱勢群體、珍惜與

感恩。 

ABCDEF

GHIJ 
  保留 

8.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使我覺得自己是有能力、幸福且

幸運的人。 

E：刪除「有能力、」 

ABCDFG

HIJ 
E  保留 

9.我介意我的朋友有身心障礙。 

C：此非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屬於接納度。 

A：正負意向不明。 

EFG：措辭修正。 

BDHIJ EFG AC 刪除 

10.我覺得身心障礙同學的脾氣差、行為粗魯。 

G：措辭修正。 

ABCDEF

HIJ 
G  修正 

11.我覺得身心障礙同學個性冷漠、自我中心。 

G：措辭修正。 

ABCDEF

HIJ 
G  修正 

12.我會主動了解身心障礙同學的問題和特質。 

E：刪除「問題」 

ABCDFG

HIJ 
E  修正 

13.我會主動和身心障礙同學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 。 ABCDEF

GHIJ 
  保留 

14.我會介紹身心障礙同學給我的其他朋友或家人認識。 ABCDEF

GHIJ 
  保留 

15.當身心障礙同學被欺負、嘲笑時，我會報告師長或挺身

而出。 

C：假設性問題，挺身而出做什麼呢? 且宜提供「不適用」

的選項 

ABDEFG

HIJ 
C  保留 

16.我會邀請身心障礙同學到我家中作客。 ABCDEF

GHIJ 
  保留 

17.我願意坐在身心障礙同學附近。 

A：修正為「我的座位願意和身心障礙同學相鄰」。 

F：修正為「換座位時，我會願意坐在身心障礙同學旁邊」。 

BCDEGH

IJ 
AF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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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會教導身心障礙者同學，提醒他/她專心上課或借筆

記給他/她。 

AJ：修正為「我會提醒身心障礙同學專心上課或借筆記給

他/她」。C：「教導」，修正為「協助」。 G：措辭修正。 

BDEFHI ACGJ   修正 

19.身心障礙同學需要協助時（如：盛飯、換教室、陪同上

下樓梯、陪同上廁所），我會主動幫忙。 

J：增「生活」協助。 

ABCDEF

GHI 
J  修正 

20.我願意讓身心障礙同學加入我所參與的任何活動或學

習組別。 

A：「任何」，修正為「社團」。G：措辭修正。 

BCDEFHI

J 
AG  修正 

21.當身心障礙同學難過或情緒失控時，我會安慰、支持或

陪伴他/她。 

C：假設性問題，宜提供「不適用」的選項。 

ABDEFG

HIJ 
C  修正 

22.我會服從擔任班級幹部或小老師的身心障礙同學的要

求。 

C：假設性問題，宜提供「不適用」的選項。 

J：修正為「若有身心障礙同學擔任班級幹部或小老師，

我願意服從他們的要求」。 

ABDEFHI CJ G 刪除 

23.面對身心障礙同學的行為問題，我會有比較多的包容

心。 

BC：假設性問題，宜提供「不適用」的選項。 

G：措辭修正。 

B：不要預設身心障礙學生有行為問題，修改為「如果身

心障礙同學出現行為或情緒反應，我能夠包容」。 

ADEFHIJ BCG  修正 

24.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後，使我樂於協助有任何需要幫助

的人。 

C：此非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較屬於接納度。 

ABDEFG

HIJ 
 C 刪除 

25.我認為老師多花一點時間在身心障礙同學身上很合理。 

AC：「很合理」，修正為「是合理的」。 
DEFGHIJ AC B 修正 

26.我認為身心障礙同學能學會照顧自己。 

B：刪除「我認為」。 

ACDEFG

HIJ 
B  修正 

28.我認為身心障礙同學也會有優點或特殊才能。 ACDEFG

HIJ 
 B 刪除 

29.我認為身心障礙同學與一般同學一起相處、學習，他們

可以學得更好。 

A：刪除「他們」。B：刪除「我認為」。G：措辭修正。 

CDEFHIJ ABG  修正 

30.我認為身心障礙同學也會想要交朋友。 

B：刪除「我認為」。G：措辭修正。 

ACDEFHI

J 
BG  修正 

31.我認為身心障礙同學需要的是被了解，而不是同情。 ACDEFG

HIJ 
 B 刪除 

32.我認為只要給予適當機會或協助，身心障礙同學的某些

表現有可能會比我好。 

E：刪除「有可能」。 

ACDFGH

IJ 
E B 刪除 

33.我認為大家都應該多關心身心障礙同學的生活及學習

需求。 

ACDEFG

HIJ 
 B 刪除 

34.我認為身心障礙同學也可以擔任班級幹部或小老師。 

B：刪除「我認為」。E：刪除「也」。G：措辭修正。 
ACDFHIJ BEG  修正 

35.我認為身心障礙同學也有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 

E：刪除「也」。 

ACDFGH

IJ 
E B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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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國中三年下來，我認為身心障礙同學的情緒控制進步很

顯著（如：發脾氣的頻率、持續時間等）。 

A：難評估，且負向。 

B：修正為「經過國中三年學習，身心障礙同學的情緒控

制進步很顯著（如：發脾氣的頻率、持續時間等）。」 

C：假設性問題，宜提供「不適用」的選項。 

DEFGHIJ BC A 刪除 

37.國中三年下來，我認為身心障礙同學的行為改變很多

（如：拿人家東西、固執行為等）。 

A：難評估，且負向。 

C：假設性問題，宜提供「不適用」的選項。 

G：措辭修正。 

B：修正為「經過國中三年學習，身心障礙同學的負向行

為（如：拿人家東西、固執行為等）改變很多。」 

DEFHIJ BCG A 刪除 

39.透過特教宣導活動（影片欣賞、體驗活動、入班宣導

等），使我更了解身心障礙同學的需要與困難。 

B：修正為「透過特教宣導活動（影片欣賞、體驗活動、

入班宣導等），可以提升身心障礙同學之需要與困難

的了解」 

ACDEFG

HIJ 
B  修正 

40.我認為身心障礙同學的智力都很低。 

A：「都很」，修正為「偏」。 

B：刪除「我認為」；「都很低」，修正為「普遍偏低」。F：

修正為「我認為身心障礙同學的能力都很差」。 

CDEGHIJ ABF  修正 

41.我認為身心障礙同學只適合技能學科的學習。 

B：刪除「我認為」；「技能」修正為「技藝領域」。 

J：技能學科要舉例。 

ACDEFG

HI 
BJ  修正 

42.我認為身心障礙同學依賴心較強。 

B：刪除「我認為」。 

ACDEFG

HIJ 
B  修正 

43.我認為身心障礙同學會影響班級上課進度。 

B：刪除「我認為」。EG：措辭修正。 
ACDFHIJ BEG  修正 

44.我認為與身心障礙同學同班，會影響我的成績表現。 

A：「同班」，修正為「同在一斑」。B：刪除「我認為」。 

CDEFGHI

J 
AB  修正 

第二部分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填答說明：以下請依據你目前對身心障礙者的想法，並選出最符合目前情形的選項。】 

 專家意見 
修正

情形 適合 
修正後

適合 

不適

合 

選填方式：以李克特氏（Likerts Scales）五點量表呈現  

※「選填方式」修正意見： 

A：修正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有些符合」、「符

合」、「非常符合」 

鈕：同上建議 

BDEFGHI

J 
AC  修正 

向

度 

題目 

目前… 

專家意見 
修正

情形 適合 
修正後

適合 

不適

合 

情

感 

1. 和身心障礙者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我覺得

很自在。 

C：刪除「很」。 

ABDEFG

HIJ 
C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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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能幫助身心障礙者解決困難，我會覺得很愉快。 

A：「愉快」，修正為「快樂」。C：刪除「很」。 
BDEFHIJ ACG  

修正 

3.看到媒體上播出有人霸凌身心障礙者，我會很生氣。 

B：預設有這類的播出且有看到，如果沒有如何填寫? 

C：「很生氣」，修正為「感到生氣」。 

G：常人反應，鑑別度低。 

ADEFHIJ BC G 

刪除 

4. 看到媒體上播出有傑出表現的身心障礙者，我會

感到佩服。 

A：「感到」，修正為「很」。 

B：預設有這類的播出且有看到，如果沒有如何填寫? 

G：常人反應，鑑別度低。 

CDEFHIJ AB G 

刪除 

5. 我介意我的朋友有身心障礙。 

A：正負面意義都有。 

F：修正為「我介意我有身心障礙的朋友」。 

BCDEGHI

J 
F A 

刪除 

6.如果我的家庭有身心障礙者，我介意讓別人知道。 

A：「家庭」、「介意」，修正為「家族」、「不願意」。 

F：修正為「如果我的家人中有身心障礙者，我會介

意讓別人知道」。 

BCDEGHI

J 
AF  

修正 

行
為
傾
向 

7.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在公開場合的時候，我介意身

心障礙者站在我的身旁。 

F：「身旁」修正為「旁邊」。 

ABCDEG

HIJ 
F 

 

修正 

8.我願意和身心障礙者聊天，了解他們的想法與需求。 

G：措辭修正。 

ABCDEF

HIJ 
G  

修正 

9.我願意和身心障礙者一起玩樂、工作、出入公共場

合。C：與第 8 題相似 G：措辭修正。 

ABDEFHI

J 
G C 刪除 

11.如果我有一位身心障礙的朋友，我願意介紹給其他

朋友認識。G：措辭修正。 

ABCDEF

HIJ 
G  

修正 

12.如果我的朋友嘲笑身心障礙者，我會制止他/她。 

A：「我會制止他/她」，修正為「我會加以制止」。 

BCDEFG

HIJ 
A  

修正 

13.如果有身心障礙者邀請我到他/她家玩，我會接受

邀請。 

A：「我會接受邀請」，修正為「我會欣然接受」。 

BCDEFG

HIJ 
A  修正 

14.我願意居住在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特殊教育學校

附近。 

A：「願意」，修正為「不在乎」。 

B：不是想住(要住)就有地方住。G：措辭修正。 

CDEFHIJ AG B 刪除 

15.如果目前班上有身心障礙同學，我願意主動幫助他

/她。 

G：措辭修正。 

ABCDEF

HIJ 
G  

修正 

16.我願意當義工，為身心障礙者盡一份心力。 

G：措辭修正。 

ABCDEF

HIJ 
G  

修正 

17.如果未來升上大學或出社會工作，我願意為身心障

礙者服務。 

A：「如果未來升上大學或出社會工作」，修正為「有

機會的話」。 

G：修正為「未來就業或就學，我想要就讀或從事能

為身心障礙者服務的科系或工作」。 

BCDEFHI

J 
AG  修正 

18.如果我有能力，我會協助身心障礙者找到好工作。 ACDEFHI B G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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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找到好工作」修正為「找到適合的工作或改變就

業環境」。 

J 

19.我會向身心障礙的推銷員購買物品。 

A：「會」，修正為「樂意」。 
BCDEFG

HIJ 
A  

修正 

21.我樂於協助有任何需要幫助的人。 

A：可刪除，太一般性。G：與第 15 題類似 
CDEFHIJ  ABG 刪除 

22.如果有媒體(電視、電影、報章雜誌、書籍等)報導

有關身心障礙者議題時，我會想要去關注。 

A：修正為「如果有媒體(電視、電影、報章雜誌等)

報導有關身心障礙的議題時，我會特別去關注」。 

G：與第 5 題類似 

BCDEFG

HIJ 
A 

 

修正 

認

知 

23.我認為政府多花一點補助經費在身心障礙者身上

很合理。 

A：修正為「我認為政府多花些錢補助在身心障礙者

是合理的」。C：「很」，修正為「是」。 

DEFGHIJ AC B 修正 

24.我認為身心障礙者能學會照顧自己。 ACDEFG

HIJ 
 B 刪除 

25.我認為身心障礙者也有能力幫助別人。 ACDEFG

HIJ 
 B 刪除 

26.我認為身心障礙者也有特殊才能。 ACDEFG

HIJ 
 B 刪除 

27.我認為一般人應多接觸身心障礙者，以了解如何與

他們相處。 

B：刪除「我認為」。 

ACDEFG

HIJ 
B  修正 

28.我認為身心障礙者也能有正常的社交生活，也能結

婚、生子。 

B：刪除「我認為」。 

C：「社交生活」、「結婚生子」是雙重問題。 

ADEFGHI

J 
BC  修正 

29.我認為身心障礙者需要的是被了解，而不是同情。 

B：刪除「我認為」。 

ACDEFG

HIJ 
B  修正 

30.我認為身心障礙者可以在學習上或工作上有所成

就。B：刪除「我認為」。 

ACDEFG

HIJ 
B  修正 

31.我認為大家應該多關心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服務問

題。B：刪除「我認為」。 

ACDEFG

HIJ 
B  修正 

32.我認為身心障礙者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 

B：刪除「我認為」。 

ACDEFG

HIJ 
B  修正 

33.我認為身心障礙者的學習態度是積極的。 

B：刪除「我認為」。 
ACDEFG

HIJ 
B  修正 

35.我認為大部分身心障礙者的人格、情緒與一般人一

樣。A：「一樣」，修正為「沒有什麼不同」。 

C：「人格」、「情緒」不具體。B：刪除「我認為」。 

DEFGHIJ AB C 刪除 

36.我認為身心障礙者的智力都很低。 

A：「都很」，修正為「偏」。 

B：刪除「我認為」；「都很低」，修正為「普遍偏低」。

F：修正為「我認為身心障礙者的能力都很差」。 

CDEHIJ ABFG  修正 

37.我認為身心障礙者最好在特定的社區內工作和生

活。B：刪除「我認為」。C：「特定的社區」不具體。 

ADEFGHI

J 
BC  修正 

38.我認為對身心障礙者期望要降低。 DEFGHIJ ABC  修正 



 

126 

A：修正為「我認為對身心障礙者的期望應降低」。 

B：刪除「我認為」。C：「期望」不具體。 

39.我認為大多數身心障礙者希望受到特別待遇。  

B：刪除「我認為」。C：「特別待遇」不具體。 
ADEFHIJ BC G 刪除 

40.我認為身心障礙者需要比其他人更多的同情。 

B：刪除「我認為」；「同情」修正為「接納」。 

C：「同情」不具體 

ADEFGHI

J 
BC  修正 

整體建議： 

B：態度中的「認知」指的是對態度對象的了解，是客觀的了解，不是主觀的「認為」，故「認

知」向度題目中的「我認為...」均要刪除。 

I：正負向題目要平均，且應正負向穿插。 

 

最後要請問你，你認為影響你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修正意見： 

A：修正為「最後請問：你認為影響你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自由填答) 

               」 

～問卷交回前，請檢查有無漏答，謝謝～ 

～全卷完畢，再次感謝您的合作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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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預試問卷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問卷 

《預 試》 
親愛的同學，您好：  

首先，感謝您填答此份問卷。本問卷目的是想瞭解您在國中時期接受融合教育時的經驗及目前對身

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您的意見非常寶貴，有助於讓我們瞭解融合教育的面貌與影響。您所填答的內容

僅供學術之用，個人資料絕對保密，填答時無須具名，請您安心並詳實作答。 

本問卷無作答時間限制，答案並無對錯之分，請仔細地並依照自己的實際情形作答，可憑直覺填寫

不需思考太久。填答完畢，請檢查是否有漏答的題目，並將問卷於   月   日前繳回。謝謝您的參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教學碩士班  

              指導教授：王華沛、邱滿艷 博士  

              研究生：陳怡靜 敬上 

民國103年05月 

【重要名詞釋義】 

融合教育：係指對所有學生（包括障礙程度嚴重者）提供公平接納而有效教育的機會，將其安置在其住

家附近學校合乎其生理年齡的普通班級，提供所需的協助與相關服務，以確保學生在課業學習、行為能

力和社會能力的成功，使學生爾後能在社會上正常生活且充分參與社會（NCERI，1994）。 

第一部份  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1)男  □(2)女 

2. 教育階段與科系 

□(1) 高中/職   （請續填：□(1-1)普通科  □(1-2)職業類科 ) 

□(2) 大學/專科（請續填：□(2-1)文、法、商、教育類   □(2-2)理工類   

                        □(2-3)休閒、藝術類    □(2-4)醫學   □(2-5)其他    ) 

3. 曾接觸身心障礙人士的經驗：（可複選） 

    □(1)求學期間 

     （請續填：□(1-1)國小 □(1-2)國中  □(1-3)高中/職 □(1-4)大學/專科    

    □(2)家人親戚間        □(3)社會經驗(打工或家教)      

    □(4)其他               □(5)無 

4. 國中階段接觸融合教育的狀況： 

 □(1)融合實驗班    

 □(2)普通班(班級內有身心障礙學生)    

 □(3)普通班(班級內無身心障礙學生，選答此項者請跳答「第三部分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5. 國中入學前，是否已了解班上將有身心障礙同學與你一同學習？ 

 □(1)是，就讀前已了解。  □(2)否，就讀後才知道。 

6.你如何知道班上有身心障礙同學？（可複選） 

□(1)老師告知  □(2)父母告知  □(3)特教老師宣導    □(4)同學間的討論 

  □(5)身心障礙同學家長自己到班上說明 

  □(6)我覺得有些同學很奇怪，且他們有些課程沒有在教室與同學一同學習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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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填答說明： 

1. 以下請回溯你國中時期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的情形與當時的感覺，並選出最符合當時情形的選項。 

2. 填答選項中，「非常不符合」指含 20%以下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含 2 次以下、「少部分符合」指 21%

至 40%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 3-4 次、「一半符合」指 41%至 60%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 5-6 次、「大

部分符合」指 61%至 80%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 7-8 次、「非常符合」指含 81%以上的時間或 10 次

中做到含 9 次以上)。 

3. 第 6、15、21、22 題若未曾於你國中時期發生過，請選填「不適用」。 

題      目 

非
常
不
符
合 

少
部
分
符
合 

一
半
符
合 

大
部
分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不
適
用 

1. 國中時和身心障礙同學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我覺得自在和有趣。 □ □ □ □ □  

2. 國中時能協助身心障礙同學解決困難，我覺得愉快。 □ □ □ □ □  

3. 國中時看到有人捉弄、排擠、欺負身心障礙同學，我會感到生氣。 □ □ □ □ □  

4. 國中時我覺得班上的身心障礙同學容易發脾氣。 □ □ □ □ □  

5. 國中時我覺得身心障礙同學有我可以仿效、學習的地方。 □ □ □ □ □  

6. 國中時大家齊心協力幫助身心障礙同學，班級氣氛愈來愈融洽。 □ □ □ □ □ □ 

7. 國中時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使我學會關懷弱勢群體、珍惜與感恩。 □ □ □ □ □  

8. 國中時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使我覺得自己是有能力、幸福且幸運的人。 □ □ □ □ □  

9. 國中時老師多花時間指導身心障礙同學，我覺得是合理的。 □ □ □ □ □  

10. 國中時身心障礙同學表現不錯時，我會為他感到開心。 □ □ □ □ □  

11. 國中時我覺得班上的身心障礙同學個性冷漠、自我中心。 □ □ □ □ □  

12. 國中時我會主動了解身心障礙同學的特質。 □ □ □ □ □  

13. 國中時我會主動和身心障礙同學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 。 □ □ □ □ □  

14. 國中時我會介紹身心障礙同學給我的其他朋友或家人認識。 □ □ □ □ □  

15. 國中時若身心障礙同學被欺負、嘲笑，我會報告師長。 □ □ □ □ □ □ 

16. 國中時我會邀請身心障礙同學到我家中作客。 □ □ □ □ □  

17. 國中時我的座位願意和身心障礙同學相鄰。 □ □ □ □ □  

18. 國中時我會提醒身心障礙同學專心上課或借筆記給他/她。 □ □ □ □ □  

19. 國中時我會主動協助身心障礙同學的生活需求（如：盛飯、換教室、陪同

上下樓梯、陪同上廁所）。 
□ □ □ □ □ 

 

20. 國中時我願意讓身心障礙同學加入我所參與的社團活動或學習組別。 □ □ □ □ □  

21. 國中時當身心障礙同學難過或情緒失控時，我會安慰、支持或陪伴他/她。 □ □ □ □ □ □ 

22. 國中時如果身心障礙同學出現行為或情緒反應，我能夠包容。 □ □ □ □ □ □ 

23. 身心障礙同學能自己照顧自己。 □ □ □ □ □  

24. 身心障礙同學的智力普遍偏低。 □ □ □ □ □  

25. 身心障礙同學會想要交朋友。 □ □ □ □ □  

26. 身心障礙同學可以擔任班級幹部或小老師。 □ □ □ □ □  

27. 身心障礙同學會影響班級上課進度。 □ □ □ □ □ 
 

28. 身心障礙同學可以與一般同學一起相處、學習。 □ □ □ □ □  

29. 身心障礙同學只適合技藝領域(如餐飲、園藝、汽修等)的學習。 □ □ □ □ □  

30. 身心障礙同學普遍較依賴。 □ □ □ □ □  

31. 透過特教宣導活動（影片欣賞、體驗活動、入班宣導等），可以提升身心障

礙同學之需要與困難的了解。 
□ □ □ □ □ 

 

32. 與身心障礙同學同在一班，會影響我的成績表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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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填答說明： 

1. 以下請你依據目前對身心障礙者的想法，選出最符合目前情形的選項。 

2. 填答選項中，「非常不符合」指含 20%以下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含 2 次以下、「少部分符合」

指 21%至 40%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 3-4 次、「一半符合」指 41%至 60%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

5-6 次、「大部分符合」指 61%至 80%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 7-8 次、「非常符合」指含 81%以上

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含 9 次以上)。 

題    目 

非
常
不
符
合 

少
部
分
符
合 

一
半
符
合 

大
部
分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和身心障礙者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我覺得自在。 □ □ □ □ □ 

2. 如果我的家族有身心障礙者，我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 □ □ □ □ 

3. 如果能幫助身心障礙者解決困難，我會覺得愉快。 □ □ □ □ □ 

4.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在公開場合的時候，我介意身心障礙者站在我的旁邊。 □ □ □ □ □ 

5. 我願意和身心障礙者聊天，了解他們的想法與需求。 □ □ □ □ □ 

6. 如果我有一位身心障礙的朋友，我願意介紹給其他朋友認識。 □ □ □ □ □ 

7. 如果我的朋友嘲笑身心障礙者，我會加以制止。 □ □ □ □ □ 

8. 如果有身心障礙者邀請我到他/她家玩，我會欣然接受。 □ □ □ □ □ 

9. 如果目前班上有身心障礙同學，我願意主動幫助他/她。 □ □ □ □ □ 

10. 我願意當義工，為身心障礙者盡一份心力。 □ □ □ □ □ 

11. 未來就業或就學，我想要就讀或從事能為身心障礙者服務的科系或工作。 □ □ □ □ □ 

12. 我樂意向身心障礙的推銷員購買物品。 □ □ □ □ □ 

13. 如果有媒體(電視、電影、報章雜誌等)報導有關身心障礙的議題時，我會特別

去關注。 
□ □ □ □ □ 

14. 政府多花些錢補助在身心障礙者是合理的。 □ □ □ □ □ 

15. 一般人應多接觸身心障礙者，以了解如何與他/她們相處。 □ □ □ □ □ 

16. 身心障礙者能有正常的社交生活。 □ □ □ □ □ 

17. 身心障礙者需要的是被了解而不是同情。 □ □ □ □ □ 

18. 身心障礙者可以在學習上或工作上有所成就。 □ □ □ □ □ 

19. 大家應該多關心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服務問題。 □ □ □ □ □ 

20. 身心障礙者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 □ □ □ □ □ 

21. 身心障礙者的學習態度是積極的。 □ □ □ □ □ 

22. 身心障礙者的智力普遍偏低。 □ □ □ □ □ 

23. 身心障礙者最好在特定的社區內工作和生活(如喜憨兒、陽光洗車、教養院等)。 □ □ □ □ □ 

24. 對身心障礙者的工作與學習期望應降低。 □ □ □ □ □ 

25. 身心障礙者需要比其他人更多的接納。 □ □ □ □ □ 

最後請問：你認為影響你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自由填答)                          

～問卷交回前，請檢查有無漏答，謝謝～  ～全卷完畢，再次感謝您的合作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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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正式問卷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與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問卷 

《正 式》 
親愛的同學，您好：  

首先，感謝您填答此份問卷。本問卷目的是想瞭解您在國中時期接受融合教育時的經驗

及目前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態度。您的意見非常寶貴，有助於讓我們瞭解融合教育的面貌與

影響。您所填答的內容僅供學術之用，個人資料絕對保密，填答時無須具名，請您安心並詳

實作答。 

本問卷無作答時間限制，答案並無對錯之分，請仔細地並依照自己的實際情形作答，

可憑直覺填寫不需思考太久。填答完畢，請檢查是否有漏答的題目，並將問卷於   月   日

前繳回。謝謝您的參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教學碩士班  

              指導教授：王華沛、邱滿艷 博士  

              研究生：陳怡靜 敬上 

民國103年06月 

【重要名詞釋義】 

融合教育：係指對所有學生（包括障礙程度嚴重者）提供公平接納而有效教育的機會，將其安置

在其住家附近學校合乎其生理年齡的普通班級，提供所需的協助與相關服務，以確保學生在課業

學習、行為能力和社會能力的成功，使學生爾後能在社會上正常生活且充分參與社會(NCERI, 

1994）。 

第一部份  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1)男  □(2)女 

2. 教育階段與科系 

□(1) 高中/職 

   （請續填：□(1-1)普通科  □(1-2)職業類科 ) 

□(2) 大學/專科 

   （請續填：□(2-1)文、法、商、教育類  □(2-2)理工類  

□(2-3)休閒、藝術類    □(2-4)醫學   □(2-5)其他       ) 

3. 曾接觸身心障礙人士的經驗：（可複選） 

    □(1)求學期間 

     （請續填：□(1-1)國小 □(1-2)國中  □(1-3)高中/職 □(1-4)大學/專科    

    □(2)家人親戚間        □(3)社會經驗(打工或家教)      

    □(4)其他                □(5)無 

4. 國中階段接觸融合教育的狀況： 

 □(1)融合實驗班    

 □(2)普通班(班級內有身心障礙學生)    

 □(3)普通班(班級內無身心障礙學生，選答此項者請跳答「第三部分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5. 國中入學前，是否已了解班上將有身心障礙同學與你一同學習？ 

 □(1)是，就讀前已了解。  □(2)否，就讀後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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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你如何知道班上有身心障礙同學？（可複選） 

  □(1)老師告知  □(2)父母告知  □(3)特教老師宣導  □(4)同學間的討論 

  □(5)身心障礙同學家長自己到班上說明 

  □(6)我覺得有些同學很奇怪，且他們有些課程沒有在教室與同學一同學習 

  □(7)其他                               

第二部分  國中融合教育經驗 
填答說明： 

1. 以下請回溯你國中時期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的情形與當時的感覺，並選出最符合當時

情形的選項。 

2. 填答選項中，「非常不符合」指含 20%以下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含 2 次以下、「少部

分符合」指 21%至 40%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 3-4 次、「一半符合」指 41%至 60%的時

間或 10 次中做到 5-6 次、「大部分符合」指 61%至 80%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 7-8 次、

「非常符合」指含 81%以上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含 9 次以上)。 

 
 

題      目 

非
常
不
符
合 

少
部
分
符
合 

一
半
符
合 

大
部
分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國中時和身心障礙同學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我覺得自在和有趣。 □ □ □ □ □ 

2 國中時能協助身心障礙同學解決困難，我覺得愉快。 □ □ □ □ □ 

3 國中時看到有人捉弄、排擠、欺負身心障礙同學，我會感到生氣。 □ □ □ □ □ 

4 國中時大家齊心協力幫助身心障礙同學，班級氣氛愈來愈融洽。 □ □ □ □ □ 

5 國中時身心障礙同學表現不錯時，我會為他感到開心。 □ □ □ □ □ 

6 國中時我會主動了解身心障礙同學的特質。 □ □ □ □ □ 

7 國中時我會主動和身心障礙同學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 。 □ □ □ □ □ 

8 國中時我會介紹身心障礙同學給我的其他朋友或家人認識。 □ □ □ □ □ 

9 國中時我會主動協助身心障礙同學的生活需求（如：盛飯、換教室、陪同

上下樓梯、陪同上廁所）。 
□ □ □ □ □ 

10 國中時我願意讓身心障礙同學加入我所參與的社團活動或學習組別。 □ □ □ □ □ 

11 國中時當身心障礙同學難過或情緒失控時，我會安慰、支持或陪伴他/她。 □ □ □ □ □ 

12 國中時我的座位願意和身心障礙同學相鄰。 □ □ □ □ □ 

13 國中時我會提醒身心障礙同學專心上課或借筆記給他/她。 □ □ □ □ □ 

14 國中時如果身心障礙同學出現行為或情緒反應，我能夠包容。 □ □ □ □ □ 

15 身心障礙同學會想要交朋友。 □ □ □ □ □ 

16 身心障礙同學可以擔任班級幹部或小老師。 □ □ □ □ □ 

17 身心障礙同學可以與一般同學一起相處、學習。 □ □ □ □ □ 

18 國中時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使我學會關懷弱勢群體、珍惜與感恩。 □ □ □ □ □ 

19 國中時與身心障礙同學相處，使我覺得自己是有能力、幸福且幸運的人。 □ □ □ □ □ 

20 國中時老師多花時間指導身心障礙同學，我覺得是合理的。 □ □ □ □ □ 

21 透過特教宣導活動（影片欣賞、體驗活動、入班宣導等），可以提升身心障

礙同學之需要與困難的了解。 
□ □ □ □ □ 

22 身心障礙同學的智力普遍偏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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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 
填答說明： 

1. 以下請你依據目前對身心障礙者的想法，選出最符合目前情形的選項。 

2. 填答選項中，「非常不符合」指含 20%以下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含 2 次以下、「少部分

符合」指 21%至 40%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 3-4 次、「一半符合」指 41%至 60%的時間

或 10 次中做到 5-6 次、「大部分符合」指 61%至 80%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 7-8 次、「非

常符合」指含 81%以上的時間或 10 次中做到含 9 次以上)。 

 

題    目 

非
常
不
符
合 

少
部
分
符
合 

一
半
符
合 

大
部
分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如果我的家族有身心障礙者，我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 □ □ □ □ 

2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在公開場合的時候，我介意身心障礙者站在我的旁邊。 □ □ □ □ □ 

3 身心障礙者的智力普遍偏低。 □ □ □ □ □ 

4 身心障礙者最好在特定的社區內工作和生活(如喜憨兒、陽光洗車、教養院等)。 □ □ □ □ □ 

5 對身心障礙者的工作與學習期望應降低。 □ □ □ □ □ 

6 和身心障礙者相處(聊天、互動、出遊等)，我覺得自在。 □ □ □ □ □ 

7 我願意和身心障礙者聊天，了解他們的想法與需求。 □ □ □ □ □ 

8 如果我有一位身心障礙的朋友，我願意介紹給其他朋友認識。 □ □ □ □ □ 

9 如果我的朋友嘲笑身心障礙者，我會加以制止。 □ □ □ □ □ 

10 如果有身心障礙者邀請我到他/她家玩，我會欣然接受。 □ □ □ □ □ 

11 如果目前班上有身心障礙同學，我願意主動幫助他/她。 □ □ □ □ □ 

12 我願意當義工，為身心障礙者盡一份心力。 □ □ □ □ □ 

13 未來就業或就學，我想要就讀或從事能為身心障礙者服務的科系或工作。 □ □ □ □ □ 

14 我樂意向身心障礙的推銷員購買物品。 □ □ □ □ □ 

15 如果有媒體(電視、電影、報章雜誌等)報導有關身心障礙的議題時，我會特別

去關注。 
□ □ □ □ □ 

16 身心障礙者的學習態度是積極的。 □ □ □ □ □ 

17 如果能幫助身心障礙者解決困難，我會覺得愉快。 □ □ □ □ □ 

18 政府多花些錢補助在身心障礙者是合理的。 □ □ □ □ □ 

19 一般人應多接觸身心障礙者，以了解如何與他/她們相處。 □ □ □ □ □ 

20 身心障礙者能有正常的社交生活。 □ □ □ □ □ 

21 身心障礙者需要的是被了解而不是同情。 □ □ □ □ □ 

22 身心障礙者可以在學習上或工作上有所成就。 □ □ □ □ □ 

23 大家應該多關心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服務問題。 □ □ □ □ □ 

24 身心障礙者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 □ □ □ □ □ 

25 身心障礙者需要比其他人更多的接納。 □ □ □ □ □ 

 

最後請問：你認為影響你對身心障礙者接納態度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自由填答) 

                                                                                
～問卷交回前，請檢查有無漏答，謝謝～   

～全卷完畢，再次感謝您的合作與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