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就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以及名詞釋義三方
面，對本研究進行初步的介紹與說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本節擬從智障者的職業教育與教師所面臨的教學困境
等方面，闡述本研究的研究動機。 

啟智教育的最終目標在協助智障者過自給自足的獨立

生活（陳靜江，民 85）。因此職業教育於智能障礙者而言，

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依課程綱要（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民 88）顯示，

我國現行的國中自足式啟智班，職業教育的時數為：國一學

生上課7至10節，國二學生上課9至12節，國三學生上課

9至14節，所佔的教學時數皆為六大領域之首，顯示職業

教育在國中啟智類課程受重視的情形。但是目前啟智班內的

學生個別差異常常很大，老師在擬定出每個學生的個別化教

學目標後，發現要如何付諸實施，才是老師所面臨的主要問

題（楊碧桃，民85），而啟智班老師在進行職業教育課程時，

就像教授其他課程一樣，都遭遇以下之困境（李莉淳，民

90）： 

學生間的個別差異以及能力落差非常大。每個學生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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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學習上的特性與限制。在學習能力上，同一班級內的學

生，程度有極大的落差。 

特殊個案的特殊行為問題嚴重干擾教學。特殊教育有義

務為每個學生尋求有效的教學方法，而不能因學生產生問題

行為而迫其放棄受教之機會。在現實的教學生態中，老師在

同一時間，必須同時面對所有學生的所有問題，因此在輔導

個案上，以能夠符合個案能力的教材為首要，特別是「成功

的學習經驗」，學校教育對這些學生而言才具意義。 

學生的語言理解低落，對於學習普遍缺乏自信。這些限

制使得「個別化教育」必須以「個別教學」方式進行才能收

效。我們不難發現，在教學過程中教學者必須不斷下指令指

揮學生工作，但往往還來不及個別指導無法獨立工作的學

生，那些能力較好的學生就已經做好作業或工作，此時不是

產生空白時間發呆或搗蛋，就是教學者讓他們「協助」其他

同學完成工作，無形中剝奪能力低落學生練習的機會。 

以上數個原因交織成的教學困境，迫使老師需要額外的

人力支援。人力支援既不易獲得也有許多限制，這些只參與

部分時間教學的人力支援也必須在嚴謹的教學計劃中才能

真正發揮功效，否則只落得「陪」特殊個案而已。如何善用

好不容易得到的人力資源，在在成為教學者的另一個重要課

題。 

由上可知，啟智教師必須找到一個有效的教學策略，以

解決以上的困境，並達成在有限的人力下，使每位學生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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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且有效學習。 

在職業教育課中，啟智教育教師常採取以下的教學措施

（Wehman, 1997； 林坤燦，民87）： 

工作分析：將工作進行的流程和步驟，設定為定義清

楚的行為目標，並細分為更小的步驟讓學生學習，細分的程

度則依學生的能力而定。如「洗車」可分為：清洗車體、汽

車內部清理、椅套拆換、汽車打蠟等四大部分，每一大部分

則又可依工作進行的流程，細分為幾個行為目標來進行教

學。 

「提示」策略：由於職業技能常是一連串的動作及目

標行為組合而成，智障者在不熟練的情況下，僅靠自然刺激

是不會引起學生反應，或正確反應，常需仰賴教學者給予提

示，才能完成整個工作；而這些常採用的提示策略包括了

（Moon, Inge, Wehman, Brooke, ＆ Barcus, 1990, 130-134）： 

（1）口語提示：教師在給予口語提示時，應簡短、直接。

提示內容必需與工作分析步驟相符。 

(2)動作（手勢）提示：手勢提示常與口語提示相配合，如

教學者在講解時，可用手勢指向其希望學生操作的地方。 

(3)身體協助：教師以肢體協助學生完成工作。例如，當學

生在打掃時，教師可能須站在他身後，用手握住學生的手，

教導他正確的掃地動作。 

 (4)示範動作：示範目標行為，讓學生能模仿教師的行為，

教師在示範後，必須要給學生足夠的時間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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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策略。有關智障者之職業適應問題中，常提到

導致他們被解僱的最大因素，不是他們職業技能的不足，而

是不良的工作態度，如不按時上下班、不能持續工作、不能

接受指示等問題（楊碧桃，民89）。研究顯示，影響雇主僱

用智能障礙者的最大因素是「雇員性格及情緒問題」，這結

果表示，大部分的雇主對智障者是否有穩定的情緒能完成指

派的工作，覺得十分的重要（謝永齡，民82）。 

Martin、Mithaug、Agran與 Husch（1988）等人都認

為：除非給予智障者特別的訓練對策，否則很難要求他們平

時能表現得如無人監控時一般（Chandler, Schuster, ＆

Stevens, 1993）。所以，文獻顯示，必須採取以下的教學策

略，幫助智障者自我管理（Agran, M. et al., 1987）：  

圖片提示（picture prompts）。教學者準備可以引發目標

行為的視覺線索供智障者使用。例如將代工的步驟拍成照

片，提醒智障者工作流程。 

自我指導（self-instruction）。允許智障者用自己瞭解的

語言來引導接下來的行為。例如將例行工作編成簡單指令：

「吃完飯後要刷牙，刷完牙後睡午覺」或「蠟要抹上薄薄的

一層」。 

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訓練智障者觀察他們自己

的行為表現，並系統化的作紀錄（report）他們自己的表現。

例如，將學員打蠟時的表現拍攝下來，提醒他哪些部分須加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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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增強（self-reinforcement）。此策略常合併「自我監

控」，提供智障者當達到目標行為時的獎勵機會。 

由上可知，教師期望透過教材系統化的呈現，和提供有

效的提示方法，來訓練學生獨立完成工作。這個目標與由美

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所發展出來的「治療及教育自閉症與相關

溝通障礙者」方案（Treatment and Education of Autistic and 

related Communication Handicapped CHildren，縮寫為

TEACCH）中的主要目標：「透過高結構性的作業方式，培

養學生獨立工作的能力」（李莉淳，民 90）相符。 

    國內關於智障者工作技能的研究，林坤燦（民 84）曾

以自編的「職業技能方案」，針對職訓機構中的中重度智障

學員進行實徵性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在「清潔服務組」的

表現上，受試者在倒垃圾技能表現進步幅度較大，在拖地技

能表現則增進幅度較少。該研究結果顯示「職業技能方案」

的介入，對簡易工作的訓練成效較顯而易見，另對於複雜工

作的訓練成效則較為緩慢。所以，如何有效的教導智障者學

會複雜的清潔工作技能，是有待努力的方向。 

綜合以上各點，筆者時常思考要如何突破教學的困境，

使智能障礙的學生在國中階段即能擁有良好的工作技能和

工作態度，而他們如果能在國中階段就擁有獨立工作的能力

和經驗，對於其日後的工作安置和增加工作上的自信心應該

都有很大的幫助。本研究者發現「治療及教育自閉症與相關

溝通障礙者」方案（Treatment and Education of Autist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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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Communication handicapped Children，縮寫為 

TEACCH）中的結構式教學（Structured Teaching），對於學

前自閉症、國小自閉症和低功能自閉症（自閉症兼有中重度

智能障礙者）者的教學效果均極為優越（王大延，民87；

倪志琳，民88；Panerai, Ferrante, Caputo, ＆ Impellizzeri, 

1998），其教學方法為，一是改善學生的技能水準，一是將

自閉症學生所處的環境加以結構化，以彌補他們的缺陷所造

成的限制（Schopler, Mesibov, ＆ Hearsey, 1995），這項教學

目標同樣適用於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職業教育。而目前國

內除少數學者、教師採取部分結構式教學法及原則在啟智班

或啟智學校進行「行動研究」（楊碧桃，民85；楊碧桃，民

89；李莉淳，民90）外，目前尚缺乏在國中啟智班進行結

構式教學的實驗。由於研究者本身即為國中啟智班教師，考

量廁所清潔工作之相關技能，無論於日後就業或家居生活中

均可運用，故本研究擬探討「結構式教學法」對國中中重度

智能障礙學生工作技能----廁所清潔的教學效果，並據以提

出教學上的建議，以供日後教學及研究之用。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根據以上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為：實施「結構式

教學法」對國中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廁所清潔技能的學習成

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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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的目的，本研究擬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結構式教學法」是否能增進並保留國中中重度智能障

礙學生學習廁所清潔技能。 

二、「結構式教學法」是否能增進並保留國中中重度智能障

礙學生廁所清潔技能完整程度之學習目標。 

 

第三節名詞釋義 

     

本節對研究中所指的「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結構式

教學法」和「工作技能」三項名詞，提出一般性及操作性的

定義。 

 

一、 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 

根據美國智能障礙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縮寫為 AAMR）在 2002（AAMR, 2002）年所

下的定義，智能障礙學生的定義包含：「智能障礙係指表現

在智力功能與適應行為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在表達概念性、

社會性、與實際適應性之技能方面的顯著限制。此障礙是發

生在 18歲以前。」（Mental retardation is a disability 

characterized by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both in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and in adaptive behavior as expressed in 

conceptual, social, and practical adaptive skills. This disability 

originates before ag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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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智能障礙之定義是根據民國八十七年「身心障礙及

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原則鑑定基準」：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

年齡者明顯遲緩，且在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表現上有嚴重困

難者；其鑑定基準如下：1、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力

測驗結果未達平均數負兩個標準差。2、學生在自我照顧、

動作、溝通、社會情緒或學科學習等表現上較同年齡者有顯

著困難情形。 

本研究之研究個案係指民國九十年（含）後入學國中

者，年齡為十三歲至十六歲的國中自足式啟智班學生，其個

別智力測驗採魏氏智力測驗，位於平均數三個標準差以下，

亦即智力商數（IQ）是55以下；適應行為採用「適應行為

量表」，有兩個以上（含）分測驗位於百分等級二十五以下

者。 

 

二、 結構式教學法 

    「結構式教學法」是起源自T.E.A.C.C.H.（Treatment 

and Education of Autistic and related Communication 

handicapped Children）所發展的一種教學法，這個教學法主

要的目的是希望以物理上或視覺上的結構化佈置，讓障礙學

生所處的環境較具可預測性及較不會使人感到困惑

（Szolnoki, 1993 ; 引自 Schopler, Mesibov, ＆ Hearsey, 

1995）；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四要素（Schopler, Mesibov, ＆ 

Hearsey,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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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理結構（Physical Organization） 

  這裡指的結構是指將教室的物理空間依功能劃分安排

清楚，如分為教學區、工作區、休閒區、生活區和轉銜區；

重點在於以視覺上的提示，清楚的讓學生知道活動的地點及

該地點會進行何種活動，使學生了解其所處環境的功能。 

    （二）時間表（Schedules） 

     正如物理上的結構告知學生活動發生的地點以及環境

上的功能，時間表則是向學生說明活動進行的流程及時間；

通常是依學生理解能力設計成文字式或圖畫式的時間表。時

間表可以依教學需要分為團體用及個別用兩種。（倪志琳，

民88 ） 

     （三）工作系統（Work Systems） 

     工作系統是為幫助學生在獨立工作區裡順利的獨立完

成工作，它會幫助學生了解工作的流程以及如何系統化的完

成工作。可以用數字、顏色、實物的標示方式由左而右或由

上而下的呈現，以幫助學生了解工作的順序、步驟，並以「完

成箱」放置完成的作品，以告知學生工作的完成。 

     （四）工作組織（Task Organization） 

    將教學材料結構化的安排，以提供學生完成該項工作的

明確線索。它包括了以視覺線索的提示方式，讓學生能清楚

的看出所要做的內容；它也提供了一些輔助性的工具幫助學

生整理教材，例如將教材依序、依顏色或文字放置籃子中，

而不是凌亂的放置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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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取「結構式教學法」中的工作系統（Work 

Systems）、時間表（Schedules）和工作組織（Task 

Organization）原理，製作「工作流程提示表」及其他視覺

提示工具進行研究教學。 

 

三、 工作技能 

本研究標題中之「工作技能」係指對智障學生實施職業

教育時所欲教導的目標行為。 

    本研究將針對「廁所清潔」中的工作項目進行研究教

學。工作項目及進行流程係參考高雄啟智學校 「電子教材

輯一」浴廁清潔單元和麥當勞新竹光復分店的廁所清潔步驟

而進行，如下所示： 

1.拿出垃圾桶→2.噴灑浴廁清潔劑於馬桶內緣→3.刷洗牆壁

→4.擦拭牆壁→5.擦拭門→6.刷洗馬桶內緣→7.刷洗馬桶外

部→8.擦拭馬桶外部→9.拖地→10.垃圾桶歸位。 

除了以上的工作項目外，還需教會學生使用「工作流程提示

表」等視覺提示工具。 


	第一節研究動機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第三節名詞釋義
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