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特教　民 107 年 7 月� 第五十九期　1

平板電腦 AAC 應用對自閉症學童
溝通表現之影響

陳佩秀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生

◎通訊作者：陳佩秀�peihsiu0923@yahoo.com.tw

摘要

在 21 世紀，世界各國無不善用數

位科技教育來加強及提升教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之效能，近年來，將數位科技運

用在自閉症學童之溝通表現能力方面，

也逐漸蔚為一股風潮。本文首先論述自

閉症學童的學習特質，再透過文獻分

析了解自閉症學童使用 iPad、iPod 或

APP 等平板電腦科技之教學介入策略

與溝通表現之成效，期盼對特殊教育或

相關專業者提供有益啟示與參考建議。

關鍵字：自閉症、平板電腦、溝通表現

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普及、寬頻技

術發展與個人行動載具（例如：iPod、

智慧型手機等）的普及，已將數位學

習推廣到知識無處不在的新世界，體

認到數位學習對教育的重要性，世界

各國紛紛採取積極開放態度提出相關

的教育政策，以迎接跨領域的數位化

變革時代來臨，2010 年美國提出「數

位承諾」（digital promise）的口號與

《數位教育白皮書》（Transforming 

American Education: Learning Powered 

by Technology），希望透過數位學習及

虛擬學校以滿足所有學童所需的學習；

2014 年新加坡實施《智慧國度 2025 計

畫》（Smart Nation 2025），希冀以新

科技發展未來趨勢產業，如利用虛擬實

境（VR）提升教育品質與醫療環境等，

從上述各國政府極力將資訊科技做為既

定教育政策，其最終目的皆在提升國民

的基本學習力及國家整體競爭力。

有鑒於此，我國教育部 2016 年更

公布「2016-2020 資訊教育總藍圖」，

期能達「深度學習、數位公民」之願

景，而我國將資訊科技融入特殊教育實

務領域中已施行多年，且在國內外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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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相關的教學研究，證明運用輔助科

技確實能提升特殊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增

進社會適應等能力。然而，相較於傳統

電腦，智慧型行動裝置（smart mobile 

device）包括平板電腦及智慧手機等，

因具備有高度可攜帶性、個別需求性、

有機連接性、可利用性與社會互動等特

性，更能充分適應於特教教學環境中

（王維君、陳靜潔，2014），正因智慧

型行動裝置具有較佳學習成效，近年來

國內、外已有許多使用平板電腦 APP、

iPad 或 iPod 等為媒材來為特殊學童進

行實驗性教學研究，在這當中將其運用

於自閉症學童身上更有增加的趨勢。

自閉症是一種腦部發展異常的病

症，具有社會互動困難、語言溝通發展

遲緩及偏差的刻板行為等特徵（黃俊

瑋、羅丰苓，2002），而透過實際訪談

自閉症家長、資源班教師發現，自閉症

學童除了本身問題外，其家長或教師亦

相當辛苦，除了要具備相當大耐心與愛

心外，更因與學童溝通上而耗費許多時

間與體力，倘若能選擇合適且善用輔具

教材來進行課堂教學與互動溝通，不僅

會大大減輕雙方間的負擔，更可大幅度

改善其問題行為的產生。基於上述動機

與理由，本文首先論述自閉症學童的

學習特質，再透過文獻分析近年來應

用 iPad、iPod 或 APP 等數位科技產品

於自閉症學童溝通表現之相關研究，藉

此了解自閉症學童使用數位平板科技之

有效教學策略與社會溝通技能表現之成

效。

二、自閉症學童的特質

自閉症通常被視為廣泛性發展障礙

的「原型」，有多方面嚴重發展遲緩。

依據《DSM-5》與我國《身心障礙及資

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2013）將其定

義為：在社交溝通和人際互動上有所不

足，行為、興趣與活動方面呈現固著、

重複形式，此症狀必須在早期發展階段

出現，且有損個體社會、職業或其他領

域的功能表現（鈕文英，2015）。以下

探討自閉症學童主要的特質〔鈕文英，

2015；黃惠姿、林銘泉（譯），2006；

楊蕢芬，2005〕。

（一）認知方面

自閉症學童因智能發展個別差異

大，但大部分學童都有中等或中上的智

力，但智能低下較中上者居多；學習動

機低落、新舊記憶整合上有困難、多為

視覺導向學習、圖像思考為主等。

（二）社交互動方面

自閉症學童在社交互動方面主要包

含：非語言溝通能力限制（如：缺乏注

視臉部表情和聲音的調和等）；社交起

始能力困難（如：較少主動與他人互動

等）；社交互惠能力不足（如：缺乏同

情心且難以體會別人感受與情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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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認知能力局限（如：選擇性注意力、

思考和行動缺乏彈性等）。

（三）社交溝通方面

自閉症學童在社交互動方面主要包

含：語意（如：鸚鵡式語言出現等）；

語音（如：使用一些無意義的聲音、手

勢或表情等方式來溝通）；語法（如：

代名語反轉或誤用等）；語用（如：以

被動形式語用為主等）。

（四）行為或活動方面

自閉症學童呈現局限和重複的行

為、興趣或活動，包含有對感官刺激的

反應異常、對有興趣物品或活動較為局

限、有困難因應壓力和變化、較易出現

固著或強迫行為、自傷行為等。

綜合上述可知，自閉症學童在認

知、社會互動、社會溝通等方面，都存

有其優、弱勢之處，教師應先了解自閉

症的相關行為模式，如此方能擬定適宜

的教學策略或教學方式以進行有效的訓

練，進而提升自閉症學童在語言溝通和

社交互動等方面的學習成效。

三、自閉症之輔助溝通系統

表達溝通能力與孩童的身心發展

及社會適應關係密切，對其學習也十分

重要，表達溝通是指表達個人意圖或需

求，及和他人交換想法與概念的能力，

包括：口語及非口語的訊息接收與表

達、在適當的時機說適當的話等。自閉

症學童因為缺乏表達與溝通能力，而影

響其身心功能的發展與生活事項的學

習，因此，如何幫助其學習表達與溝

通技巧是極其重要的課題（羅鈞令，

2013）。

隨著融合與回歸主流教育理念的盛

行，近幾年來，我國政府全面實施融合

教育政策，使得越來越多不同種類、身

心障礙學生進入普通班就讀，而不論是

資源班或普通班老師，在面對此群語言

溝通及表達能力等有限自閉症學童，常

感到莫大困擾或壓力。因此，近年來興

起許多與自閉症教學相關研究，其主要

皆在尋求適合且有效的溝通介入方式以

改善其溝通的效果，故輔助溝通系統便

順勢而起，在這當中又以數位科技被視

為最有成效媒介物之一。

誠如數位科技是解決溝通障礙的

一大趨勢，故在國內外主要以透過輔助

溝通系統（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來增進個體溝通

能力的系統，而最被廣泛使用的有圖

片兌換（picture exchange, PE）、手語 /

手勢（sign language / manual signs）與

語音溝通器（speech-generating device, 

SGD）三種，隨著行動裝置的崛起，

具有引領數位潮流的平板科技，例如：

iPad、iPod 及 iPhone 已成為最近幾年

新興產物，其具有方便、豐富的應用

程式（APP）及容易取得等特性，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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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學童一個更有效率的學習方式

（江俊漢、王華沛、陳明聰、吳雅萍，

2014）。

四、應用平板電腦於自閉症溝通表現之

實證

為了深入了解數位平板科技設

備對自閉症學童在表達溝通能力之

成效，本研究對象設定為自閉症類

群 障 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研究文獻指名為自閉症學童

（children with autism），使用關鍵字

包 括：「ASD」、「Autism」、「 自

閉 症 」、「iPod」、「iPad」、「iPod 

touch」、「AAC」、「tablet」，透過

Airiti、EBSCOhost、HyRead、Taylor 

& Francis、Wiley 等電子資料庫，搜尋

2010-2018 年國內、外相關研究資料，

以進行整合性分析。主要篩選標準為：

運用 iPad 或 iPod AAC 等設備在促進自

閉症溝通表現能力上的相關同儕審查之

實證性研究。本研究將篩選出符合研究

條件者整理如表 1。

表 1
使用數位科技在自閉症溝通能力之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

( 年代 )
研究方法 研究參與者 軟、硬體 研究結果

鄭群萌、

唐玄輝

(2013)

觀察、訪談 11 位自閉症

( 國小五年

級 )

iCan APP 平板電腦數位化的優勢結合使

用者經驗設計，可以有效地提

升自閉症學童之學習流暢度。

王維君、

陳靜潔

(2014)

實驗、觀察 9 位自閉症

(6-12 歲 )
iPad APP 運用平板電腦等行動載具及

APP 能有效提升自閉症兒童語

言溝通、感知與運動之功能，

更能改善自閉症核心症狀，如

社會溝通與互動障礙等。

Flores et al. 
(2012)

多元設計 3 位自閉症

(8-9 歲 )、1
位多重障礙

(11 歲 ) 與
1 位智障 (9
歲 )

Apple 
iPad、
picture

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利用 iPad
或是圖卡，五位參與者的溝通

行為都有所增進且保留現象；

但當中二位參與者與老師都表

示使用 iPad 較易增進學童的溝

通速度。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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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dock et 
al. (2013)

多基線跨參

與

4 位學齡前

自閉症 (49
個月到 58 個

月 )

iPad® 
play

利用 iPad 遊戲故事方式證明能

增進自閉症學童達到目標行為

並顯現出中等以上成效；在類

化期與追蹤期仍能維持良好成

效。

Williamson 
et al. (2013)

多基線跨條

件與跨參與

設計

3 位自閉症

( 國小六年

級 )

iPod APP 三位參與者中只有一位能在進

入教室後，能夠自發性地與人

打招呼，顯現老師需有技巧的

運用 iPod apps 來進行教學。

King et al. 
(2014)

觀察研究 6 位自閉症

 (6 歲到 20
歲 )

iPad® 
APP

自閉症學童使用 iPad AAC 有多

種目的，且其功能的多樣性是

值得加以重視，而教育專家出

現與應用程式型態也會影響其

使用程式功能上的多樣性。

Gevarter et 
al. (2014)

多元設計 3 位學齡前

自閉症 (3.1
歲到 3.6 歲 )

Apple 
iPad® 
AAC

其中兩位參與者顯示藉由攝影

方式比用按鈕方式能更快速且

獲得相同成效；第三位參與者

則能精熟三種方式，顯現 iPad 
AAC 呈現與設計元素是會影響

到自閉症學童們的學習成效。

Özen(2015) 多基線跨參

與

3位自閉症 (5
歲到 6 歲 )、
3 位兄弟姐

弟 (9 歲與 11
歲 )

iPad game 藉由 iPad 遊戲，自閉症學童可

以學習到與他人良好的社會互

動技能，且所有學童母親都很

滿意學童們的表現成效。

Gevarter et 
al. (2017)

多元設計 3 位學齡前

(3-4 歲 )、2
位自閉症 (6
歲與 8 歲 )

iPad SGD 藉由運用 iPad SGD 系統設計四

個元素，五位自閉症學童皆呈

現出個別差異化，當中三位對

於照片影像元素表現出一致性

的優勢。

Tan & Alant 
(2018)

A-B 設計 2位自閉症 (7
歲 )

iPad ™ 
、Touch-
Chat ™ 
APP

二位學童的整體溝通表現（包

含溝通行為、自發性地溝通活

動等）皆有所進步；同儕間對

於支持自閉症學童的溝通表現

呈現出更具獨立與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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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國內、外研究中可以歸納與

分析出，教導自閉症學童使用 iPad、

iPod 或平板電腦 APP 進行溝通時的介

入策略如下：

（一）進行個案問題行為評估

大部分研究者在進行教學介入前，

均會針對個案的問題行為（包含基本能

力與狀況、問題行為發生歷史與表現狀

況、學校課程與家長態度等）進行分

析，再找出問題行為原因後，設計符合

不同學童的年齡、能力、興趣等的課程

與活動。

（二）採系統化進行課程設計

大多研究者都會採取一致性的時間

延宕，以給予學童足夠的反應時間；再

者，採行漸進式提示策略，透過給予由

最少到最多的提示（包含手勢、口語、

肢體協助等），待其達成研究目標後便

會褪除提示，研究結果均顯示多數參與

者皆能成功使用其平板科技裝置。

（三）依個別化進行課程調整 

多數研究者大多採單一受試法之多

基線或多元實驗設計，一來可依學生個

別能力將不同階段的學習內容進行工作

分析，以得知其學習成效；二來可讓學

童依循線索或訊息來進行個別學習，以

避免學童因分心或無關訊息而影響學習

成果。再者，實驗過程中會間歇性給予

學童增強物（包含點心、玩具或口頭獎

勵等），除了誘發學童學習動機外，更

可增強其適當行為的表現。

（四）採多元化方式進行教學

自閉症學童的障礙情形是多方面

的，故有部分研究者在使用平板科技輔

具時，會結合低科技與高科技輔具交替

使用方式來教導學童，或者結合使用者

經驗來設計適合不同學童的教學輔具軟

體，一來可以有效提升學習流暢性，二

來更可使產品符合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

念模式。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國內、外以應用平板電

腦或 APP 對自閉症學童在表達性溝通

成效來進行探討，利用文獻分析方式蒐

集自 2010 到 2018 年，最後獲得 10 篇

經出版或同儕審查的實證性研究，共計

有 54 位個案。在此當中國內使用平板

科技 AAC 介入之研究只有 2 篇，反觀

國外研究篇數居多，顯示近年來國外運

用平板科技輔具研究有增加的趨勢。

（一）結論

1. 平板電腦 AAC 使用於溝通表現

之現況

從介入對象而論，以小學階段人數

最多，學齡前階段人數次之，高中與國

中階段人數最少，顯現若能即早介入自

閉症學童，其介入成效則會越顯著。從

介入方法而論，以單一受試研究設計居

多，多元設計、觀察研究則次之，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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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平板電腦 AAC 於溝通表現技能偏

好論之，多數的自閉症學童偏好喜愛運

用 iPod 或 iPad APP 做為語音產生器來

進行溝通互動，且若能同時結合使用圖

片兌換或語音溝通器作介入策略，其成

效也較佳。

2. 平板電腦 AAC 使用於溝通表現

之成效 

從介入成效而論，平板科技輔具

對自閉症學童在溝通表現上多能獲得正

向的效果，且透過團體輔以同儕介入模

式，或導入遊戲方式則效果更佳；再者，

由於溝通技巧的增加，不僅能改善自閉

症核心症狀，例如：語言、社會溝通與

互動障礙，及重複的固著行為等，更能

有效提升自閉症學童積極參與活動之正

向行為態度。

 （二）建議

1. 符應學童個別化需求選擇適宜的

AAC 類別

自閉症學童由於障礙程度、年齡、

生活環境刺激等因素，彼此間異質性相

當高，故教師皆需依學童個別差異程度

來設計學習目標與課程內容，對教師而

言是一大挑戰與負擔。現今 APP 的種

類繁多，也有針對不同障礙程度、不同

科目而設計應用程式，若教師能依其教

學個案喜好或學童個別需求，彈性地選

擇適宜的教材或內容，相信定可減輕教

學上負擔。

2. 及早介入 AAC 教學以增強學童

溝通表達力

自閉症學童因欠缺理解、模仿能

力、不會主動運用語言與人溝通等特

性，故語言學習整體呈現遲緩發展現

象，而藉由 APP 結構化畫面與即時聲

音播放機制，讓學童能透過自由的反覆

朗誦練習過程，來增強其口語表達能力

及學習意願，除了讓學童可以即時傳達

內心的需求，也能改善師生或家人間的

互動關係。

俗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教師在教學上不斷地精進與改

善，是教育進步的原動力，數位科技融

入特殊教育領域中已是現今趨勢潮流所

在，透過輔助科技的不斷創新與研發更

可為自閉症學童帶來許多便利與效益。

然而，身為教師在實際教學運用上，仍

應參酌各課程領域目標與內涵、學童個

別化差異，適時將輔助科技融入各學科

領域的教學中，以創造多元化、數位化

教學環境；同時也應引導學童建立正確

使用輔助科技的價值觀，教導如何擷取

適合、有用或使用相關的資訊內容來改

善或提升自身學習成效，如此方能使輔

助科技發揮協助教師教學工作與學童建

構知識的雙重目標，以減少日後產生不

必要的後遺症，達到教學生動化、活潑

化的目標，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及學

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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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位智能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歷程
之回顧研究

莊宜婷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碩士班研究生

楊熾康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楊熾康�ckyang@gms.ndhu.edu.tw

摘要

本文目的在探討智能障礙者就業

歷程和支持性就業服務之相關協助。主

要是透過回顧方式，探究一位智能障礙

的就業特質、支持性就業服務歷程等議

題進行討論。最後，也從個案的就業困

境、就業服務員的輔導策略和結果作詳

細說明。

關鍵字：智能障礙者、智能障礙者就業、

支持性就業服務

一、前言

從就業的觀點而言，工作角色決定

了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與價值，也影

響了一個人的認同感與幸福感（Mosey, 

1989；Szymanski & Parker, 1996）。身

心障礙者亦然，當其面對職場時，也有

相同的需要與期待，然而其就業機會卻

一直遠低於一般人。

持續幾年來，智能障礙者人數仍

呈現逐年攀升的趨勢，「105 年身心障

礙者勞動狀況調查」數據表示，身心障

礙者的勞動力參與率為 20.41%、失業

率為 9.17％（勞動部統計處，2017）；

行政院主計總處民國 105 年統計的全國

勞動力參與率平均值為 58.75％，年平

均失業率則為 3.92％（行政院主計處，

2017）；顯示，身心障礙者的勞動參與

率僅達平均值的三成，但失業率卻是近

3 倍，因此如何排除萬難協助身心障礙

者順利進入職場、調整工作中所遭遇之

困難、與雇主共同協助身心障礙者、改

善職場人際互動狀態等，皆是支持性就

業服務員迫在眉睫之事。智能障礙者在

身障類別中又是屬於弱勢中的弱勢，如

何幫助其就業，一直是政府和相關單位

所關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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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能障礙的就業特質

( 一 ) 智能障礙者診斷定義與特質

美 國 智 能 和 發 展 障 礙 學 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AIDD, 

2010）對智能障礙者的定義為「智能障

礙係指在智力功能和適應行為上呈現顯

著的限制，適應行為包含概念、社會和

應用三方面的技能，智能障礙發現在

18 歲之前。」

每位智能障礙者除智力外，其他發

展狀況也均不相同，心理與生理特質亦

皆有差異，部分為邏輯概念問題、部分

為耐力程度、社交能力、自我照顧等，

需藉由專業人員與其家人，以及實際互

動觀察後才得以大致了解其特質，進而

能針對其個別間和個別內的差異提供必

要之就業服務。

( 二 ) 影響智能障礙者就業相關因素

1. 智能障礙者的工作特質

 智能障礙者在工作上有正直、樂

觀、認真、不會耍小聰明、富有耐力等

特性，並且有勤奮的表現極高度的穩定

性，比一般人更具一份熱誠與執著（歐

進坤，1996）。在彭愛茹（2007）調查

臺灣地區民營製造業，發現，企業大多

認為身心障礙員工優點為「工作穩定度

高」其次為「工作認真」，第三則為「服

從性高」，進用身心障礙員工後，產生

困擾比例依序為：「必須考量員工身體

特殊狀況」、「需調整工作內容」以及

「管理不易」。對公司而言，希望員工

認真負責，且穩定就業，智能障礙者正

好有雇主期待的特質。相反的，雇主也

需要了解他們的狀況，並調整工作內容

或人際互動等問題，當這些造成工作不

順利的問題解決後，智能障礙者就有機

會達到穩定就業，自力更生的生活。

2. 影響智能障礙者穩定就業之因素

影響智能障礙者穩定就業的因素

眾多，可分為個人、家庭、學校、雇主

等。從個人因素所包含的一些次級元素

（如：個人特質、個案背景、個人信念

等）將會隨著個人的發展、做決定、學

習、並去符合社會規範的歷程而改變

（邱滿艷等，2010），智能障礙者透過

學習和改變後適應工作環境、人際互動

等，進而影響其穩定就業。家庭是個體

第一個學習成長，教育人格的地方，也

是學習社會化的初步場所（范美珍，

1996），家庭教育對身心障礙者扮演非

常重要的角色，家長的教導方式、支持

程度與態度，對身心障礙者是否能踏出

家門求職有著極大的影響力。李淑君

（2003）指出在高職時若學校積極安排

校外實習，則學生在自然工作情境下習

得之技能及態度有助於成功的就業。教

育過程除工作技能教學，人際互動也是

工作中面臨的問題之一，透過在學時與

同儕的互動關係，進而增加人際互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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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延伸至就業環境中。林千惠（1998）

認為，「雇主不願意僱用障礙者」，是

普遍失業的原因。就業市場中，雇主進

用意願非常重要，須考量人事成本、工

作內容、同事接受度、企業形象，甚至

政府補助措施等，進用後也需處理身心

障礙者可能面臨的問題。綜合所述，智

能障礙者在求職這條路上非常艱辛，若

能克服重重困難與問題，再有支持性就

業服務員準確的指導，就能使其穩定就

業。

3. 支持性就業服務

社區化就業服務特色主要說明如

下：以社區本位與就業安置為目標、透

過生態評量進行人與事的配合、強調公

私立機關間與專業間的合作關係（陳靜

江，2003）。服務型態，可區分為個別

安置模式、群組模式、機動性工作隊、 

商業圈或生產圈等四種型態。支持性就

業是針對具有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而

不足以獨立在競爭性就業市場工作之身

心障礙者，依其工作能力，提供個別化

就業、訓練及其他工作協助等支持性就

業服務（臺灣就業通，2018）。主要目

的，是針對各類障別身心障礙者特質、

優勢與限制提供不同的服務，透過各階

段專業人員評估，從職業評量、工作開

發與分析、就業媒合與安置、工作訓

練、工作現場指導（密集輔導、追蹤輔

導）、建立自然支持系統、職務再設計

等，幫助身心障礙者能順利進入職場並

穩定就業。

以下就實際筆者所服務的案例來進

行說明和討論。

三、個案輔導歷程

( 一 ) 個案基本資料

小韋是一位 18 歲的男性輕度智能

障礙者，個性內向、膽怯、自信心低落。

小韋不喜歡與他人有太多的肢體接觸，

尤其異性更是明顯。與人對談時若對方

講話較大聲或是口氣嚴肅，就會感到害

怕和緊張，但處理事情上，小韋可以獨

立思考。

小韋畢業時向就服員表示，期待

從事餐飲業或服務業，但因個性容易緊

張，導致求職過程並不順利。經由就服

員的鼓勵與訓練，加上小韋高度配合。

2014 年 9 月開始至連鎖速食店工作，

目前已穩定就業 4 年。工作中，小韋學

習和理解能力雖然比其他員工慢，但經

過多次練習，已能成為店內小幫手。工

作至今，不論是自己的工作內容或人際

互動方面都有明顯的進步。2017 年 8

月還接受勞工局友善雇主優良員工的採

訪，可見就業支持對小韋的就業是有非

常大的幫助。 

( 二 ) 服務歷程與困境

1. 相見歡

就服員與小韋第一次見面是透過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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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理員的轉介。小韋非常害羞內向，

眼神因緊張而不斷地飄移；面對就服員

的提問，僅以點頭或搖頭回應。晤談過

程中，雖然表現的沒有自信，但經由深

談和熟悉後，發現其實小韋是一個有想

法且獨立的孩子。

2. 求職準備期

由於考量小韋期待的職缺工作性質

是需要長時間與人接觸和互動，且要有

高度體耐力，但這些都是小韋的弱勢，

對此，就服員和小韋進行討論，一周兩

次到職業重建中心做訓練。人際互動方

面的訓練內容為：「進入職業重建中心

後，必須找一位老師打招呼，並請老師

簽名」。體耐力的部分則是安排飛輪與

負重走路訓練。起初，小韋仍害怕主動

和陌生人打招呼，就服員和同事協調

後，先由同事向小韋打招呼，只要有回

應，就算通過，一個月後，再讓小韋主

動打招呼。約經歷兩個月，小韋便能主

動和他人進行簡單的互動。

3. 第一次面試

第一次面試是小韋家附近的速食

店，小韋簡單的自我介紹，但因緊張，

導致講得慢且小聲，就服員給予口頭鼓

勵，並告訴小韋：「如果講不出來，就

服員會補充。」面試過程中，小韋除了

緊張之外，大部分表現都很棒，只是因

店內人力配置狀況，暫時無法進用小

韋。獲知此面試結果的小韋，感到非常

挫折，自信心更加低落，不斷詢問就服

員：「自己是不是找不到工作？沒有人

要僱用我？」

4. 第二次面試

有了第一次經驗後，就服員在小

韋正式面試前找了不同個性和類型的同

事協助小韋練習面試，練習過程中不斷

給予口頭鼓勵。第二次面試是距離小韋

家約一小時車程的速食店，小韋說：

「只要有車可以到，公司願意用我，我

就可以去上班。」這次面試已做好萬全

準備，就服員也提早與店長說明小韋狀

況。面試過程中小韋雖然有點緊張，但

仍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店長最後因小韋

認真與積極的態度決定僱用他，小韋當

下掩不住心中的激動，並給予大家燦爛

的笑容。

5. 就業中困境

(1) 工作流程學習中的問題

學習工作流程時，小韋總是說自己

記不住、做不好，一般人只需一小時就

學會的工作內容，小韋可能需要一、兩

天才能學會。對如此沒自信的小韋，就

服員先親自示範，請小韋寫筆記，並讓

他嘗試操作，休息時間也會用問答的方

式抽考小韋。最後就服員讓小韋獨自作

業，一旦小韋學會，就服員和店內的同

事便立刻給予口頭稱讚，藉以提升小韋

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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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異性同事互動不佳

小韋不擅長面對異性，在進入職場

後，看到女同事會保持距離，但速食店

主管為女性，導致主管教導小韋時必須

透過就服員提供直接協助。為解決此問

題，就服員與小韋進行利弊分析，並請

小韋回顧在職重中心的人際互動訓練，

多次溝通後，小韋表示可以從他可接受

的距離，開始練習與主管及同事互動，

就服員也教導主管及同事如何逐步與小

韋互動，例如：同事主動和小韋打招呼。

大約兩周後，小韋會開始主動打招呼，

對於異性同事的互動距離也有拉近了一

點。

(3) 害怕與顧客互動

開始上班前，就服員已先和小韋

說明餐飲業必須與顧客進行互動，這是

小韋的弱勢，但他仍堅持要從事餐飲工

作。工作中小韋最大問題是送餐，店長

考量小韋的個性，一開始從簡單的環境

清潔做起，約一個月後才讓小韋學習送

餐。送餐正常的工作流程是將餐點送至

顧客面前，並告知餐點內容，收桌牌回

到櫃台才算完成，這些簡單的流程對小

韋來說卻是艱難萬分。第一次嘗試時，

小韋端著盤子站在櫃台前像石像一樣動

也不動，就服員在旁不斷給予口頭鼓勵

並陪著小韋踏出第一步。就服員感受到

小韋的緊張，與主管討論後決定以循序

漸進的方式進行訓練。

送餐訓練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的

標準為只需將餐點送至顧客桌上並將桌

牌收回櫃檯即可；第二階段再訓練小韋

向顧客說出餐點內容。當要嘗試說出餐

點內容時，小韋又開始退縮。就服員改

變教導方式，送餐前先請小韋向就服員

說餐點內容，且由小聲開始，等小韋願

意小聲開口，再要求音量加大。這樣的

訓練維持半個月，小韋才能獨立完成送

餐。訓練過程中，小韋經常會發出求救

的眼神，由於就服員了解小韋的能力，

曾經有幾次就服員跟小韋說：「我不管

你，你就是要自己把餐點送出去。」小

韋完成之後，就服員就立即給予口頭鼓

勵，增加其自信心。

( 三 ) 個案困境、輔導策略及結果的彙

整

為協助讀者更清楚了解支持就業歷

程的相關因素，作者就個案在支持性就

業中所面臨的困境和內容，及所提供的

策略，和最後的結果彙整成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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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 一 ) 結論

1. 工作進步了

至今，小韋已在速食店工作四年，

對於工作內容都瞭若指掌，不僅能獨立

作業，也是店內同事不可或缺的幫手，

主管甚至願意教導小韋如何做漢堡，這

是此連鎖速食店第一個學習做漢堡的身

心障礙員工。小韋開心地與就服員聯

表 1
個案困境、輔導策略及結果彙整表

困境 內容 策略 結果

工作

流程

學習

緩慢

1. 學習清潔工作時無法

依照流程，容易跳著

做。

2. 對於煮玉米濃湯及炸

物的重量與時間記憶

力較差。

1. 就服員實際示範操作，並請小韋

反覆練習。

2. 記憶部分則抄寫筆記，於空閒時

背誦與抽考。

3. 小韋完成工作後立即給予口頭鼓

勵增加其自信。

小韋能熟記並

獨力完成所有

工作內容，對

於新學習之內

容也能類化練

習。

與異

性互

動困

難

1. 與店內女性同事保持

距離，導致學習時距

離太遠看不清楚。

2. 工作中遇到問題時，

若店內只有女性同事，

其不敢主動詢問與求

救。

1. 向小韋說明這樣的距離導致學習

成果不佳，詢問是否可嘗試將距

離拉近。

2. 進店內工作前練習與同事打招

呼。

3. 同事主動與小韋進行互動，或觀

察他是否有需要協助的部分。

4. 小韋完成工作後立即給予口頭鼓

勵增加其自信。

小韋能主動與

同事打招呼，

遇到問題與困

難時能主動求

助，同事需要

幫忙，小韋也

會願意協助。

不敢

送餐

1. 害怕與陌生人接觸，

送餐時躊躇不前。

2. 送餐給顧客時，說話

聲音過於小聲。

1. 送餐前先與就服員進行念出餐點

的練習。

2. 就服員在旁陪同進行送餐，後續

讓小韋自己練習。

3. 音量部分從小聲開始練習至大

聲。

4. 小韋完成工作後立即給予口頭鼓

勵增加其自信。

對於送餐工作

已能獨立完

成，音量部分

能較有自信的

表達，並遵守

店內標準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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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並於就服員到店內拜訪時，親手做

了一份漢堡給就服員。

2. 克服了人際互動

小韋對有這份工作感到非常開心，

除克服與異性同事的互動距離外，也能

獨立完成送餐流程。有次一位小朋友因

身高問題而無法洗手，小韋雖然對陌生

人感到緊張，但他見到這種情形就鼓起

勇氣，主動拿取店內的安全矮凳給小朋

友使用，此舉動對小韋來說非常不容

易，就服員立即給予鼓勵後，也詢問小

韋為何會想協助他人，小韋說：「我雖

然有點怕，可是我覺得他需要幫忙。」

短短一句話說明了小韋在人際互動上有

明顯進步。

3. 獨立與成長

因同事間的包容、工作中的突破，

小韋自信心提升不少，當小韋向就服員

分享近況時，就服員對小韋的努力及認

真充滿感動，店內主管與同事也對小韋

的工作能力給予相當大的肯定。從一開

始的擔心與害怕，只能從事環境清潔，

經過長時間學習與克服心理障礙，到現

在，小韋可以協助倒飲料、炸物、送餐、

備料、做漢堡等，幾乎店內每項工作都

已上手。雖然服務時程已結束，但這段

時間的關係建立，現在已經從服務者提

供者與服務使用者的關係，晉升成為朋

友關係，小韋仍持續與就服員聯繫和分

享他的近況。

( 二 ) 建議

由上述案例可知，身心障礙者有

不同的特質與能力的優劣勢，不論在生

活、就學或就業中，都可能遇到難題，

僅僅在就業過程裡，就可分為就業前、

就業中及穩定期，每個就業階段都必須

要有專業人員提供正確教學策略，再透

過障礙者本身努力的練習，才能有完美

的成果。就業服務員在服務過程中也需

要不斷地做自我調整，使自己與服務對

象進行磨合，了解服務對象潛在能力和

真正需求，才能使雙方維持良好的服務

關係，進而讓個案可以穩定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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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課程調整對普通班特殊需求學生而

言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融合教育成功

的關鍵指標之一，然而，普通班的導師

應如何看待課程調整，對課程調整的意

涵是否有真正的了解，進而有實際之作

為，這頗耐人尋味。基於此，研究者進

行了一項國小融合教育現場普通班導師

的實際訪談，以了解現場的狀況。

整個訪談結果如下：

一、從實際訪談發現，普通班導師

對課程調整整體內涵的了解，大致亦能

歸納成「學習內容」、「學習歷程」、

「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等四個重

大面向。

二、普通班導師對課程調整的整

體基本認知還不錯，但對「學習環境」

和「學習評量」的認知和了解較為不

足。導師也大致都能認同「課程調整」

對於班上特殊需求學生的重要性。普通

班導師，對班上特殊需求學生的「課程

調整」大多有在進行且實際作為是多元

的。

三、在課程調整實施過程中也出

現了諸多困難，包含時間、人力不足、

家長方面的問題、特殊需求學生程度差

異之問題、缺乏實例的參考、普特教師

間的溝通及學生行為問題的影響等，以

上所述之困難會影響課程調整的執行與

落實，這是實務現場亟需去面對和克服

的。

關鍵字：融合教育、課程調整

一、前言

( 一 ) 動機   

以目前特教的安置趨勢來看，已有

越來越多的特殊需求學生安置在一般的

普通班級中，這也是符應融合教育精神

的一種積極、實際之作為。然而，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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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也勢必對教育現場造成衝擊，包

含課程上的因應、行政的支援作為、資

源服務的提供及無障礙環境之建置等，

如不提供現場教師明確的可行方向，融

合教育之推動實難具體落實。本文之研

究團隊長期以來即非常關注普通班融合

教育現場所出現的問題，進而提出可能

的因應策略。在目前的融合教育現場

中，研究團隊發現，普通班導師對班上

特殊需求學生的課程與教學，似乎有點

無助。基於此，希望透過現場導師們的

訪談，作為了解問題並提供解決的參

考。

( 二 ) 導師訪談問題

基於研究之目的，其訪談問題如

下：

1. 從訪談中，是否可以具體歸納出

幾個課程調整的重點面向 ?

2. 導師們對課程調整有哪些看法、

困難與需求 ?

二、融合教育的重要性

對特殊需求學生融合安置的爭議

一直存在，尤其是對完全融合的看法。

然而，持正面看法的仍大有人在，有效

的融合教育能使學生適齡發展，在這

樣的環境下，學生進行協同學習與互

動，教師進行分享改革教育系統之建

議，使學生有機會進入社會，並享有

一般人的生活品質，以期能全面的發展

（Farrell, 2016；Florian, 2008；Jacob, & 

Olisaemeka, 2016）。Mock 和 Kauffman

（2002）也認為，完全融合會使特殊需

求學生接受到最好的教育，雖然在完全

融合的過程中，也有可能會面臨失敗和

錯用。

于承平、羅清水、林俞均及王菊生

（2013）則指出，融合教育的精神在於

保障教育人權發展、推動教育公平及公

民人權，主張每位孩子都有接受主流教

育權益，不因其族群、社經地位、甚至

是身心障礙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三、融合教育下的課程調整

( 一 ) 滿足學生的特殊需求應是基本的

人權

1994 年的「薩拉曼卡宣言與特殊

需求教育行動綱要」，是聯合國第一個

有關融合教育政策發展與推動的宣言及

行動綱要，其重要的內涵提到，特殊教

育需求學生享有與一般學生「共同學

習」的權利（呂依蓉，2016；林育熏，

2014）。

2006 年聯合國的「身心障礙者權

利 公 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中

也明確指出「促進、保護和確保實現身

心障礙者充分和平等享有所有人權和基

本自由，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

的尊重」、「身心障礙者享有受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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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易讀版，

2018）。

( 二 ) 課程調整是於法有據的

特殊教育法第十九條、其子法「特

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

法」均載明針對學生的特性與需求，需

有課程調整之作為，此亦為融合教育現

場中的重點。另外，在 2017 年 12 月所

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

教育（特殊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實

施規範（草案）」中也明確提到，針對

特殊需求學生需善用課程調整，以因應

學生需求。因此，教師對課程調整的看

法須採積極之作為，以符應法源的基本

精神，亦能讓融合班級內的特殊需求學

生得到最好的發展。

四、課程調整的意義與做法

( 一 ) 課程調整的內涵與意義

課程調整具複雜和多元性，在這

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到環境、實際情

境狀況及學生的差異化等因素（Feiler, 

2010；Staples, 2014）。教育部（2011）

《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提到，課程之調整，包括學習內容、

歷程、環境及評量方式。蔣明珊（2002）

則歸納各家的說法，提出課程調整的意

義，即教師針對個別學生的需求而對課

程的相關要素，如目標、內容、策略、

活動、評鑑、環境、學生行為、學習材

料及學習時間等，進行分析、編輯、修

改、補充、刪減或重組的過程。

基於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需求，適

度的課程調整對特殊需求學生是絕對必

要的，身為教師，一定要盡自己最大的

能力來實施，讓特殊需求學生可以發展

出最大的能力。

( 二 ) 課程調整的實際做法及研究

李惠藺及蔡昆瀛（2009）指出，

教師可進行包含調整教學型態、調整教

學策略、修正教材，以及進行多元評量

等課程調整方式。��台華（2004）指出

課程調整包含簡化、減��、分解、替

代、加深與加廣等。��坤燦（2008）亦

指出課程調整的方法包含簡化、替代、

補救、實用、矯治與充實等。國內、外

其實已有諸多研究證明，針對特殊需求

學生，國小普通班課程調整是具體可行

的，例如：林坤燦、郭又方（2004）曾

進行四個學生的課程調整方案介入，實

施上雖然有諸多困難，但仍能見到個案

進步的成效。又如鈕文英（2006）的研

究，亦可確認課程調整方案是能幫助

特殊需求學生學習的。國外研究中，

McLeskey 和 Waldron（2002）曾於六

所小學中，發展不同的融合計畫課程調

整模式，其研究結果發現，輕度智障學

生有明顯進步，教師雖然認為調整的過

程確實令人感到困擾，但也是收穫最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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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方法

( 一 ) 訪談對象之選取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係以 106 學年

度第二學期宜蘭縣 12 個鄉鎮市的國小

普通班導師為主，這些普通班均安置了

經鑑輔程序確定的特殊需求學生。訪談

對象之選取係以立意取樣為原則，惟仍

考量了各鄉鎮、學校的大小規模，使其

較符合比例原則，共訪談了 24名導師。

( 二 ) 訪談對象之背景、編碼

受訪的 24 位國小普通班導師（如

表 1），在編碼上，第一 ~ 二碼為市、

鄉、鎮代碼；第三碼表示學校別；第四

碼表示性別（1 為男性、2 為女性）。

其性別上有 10 位男性、14 位女性，尚

符合其比例原則，因國小現場導師女性

還是居多。其年齡大致介於 30~50 歲之

間；在教師資格上，只有 2 位不是正式

教師，教學年資差異則較大，有的導師

只有 1 年教學年資，最長有 26 年。

表 1
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背景編號 性別 年齡 教師資格 教學年資

0112 女 37 正式 12
0122 女 44 正式 22
0132 女 46 正式 23
0211 男 38 正式 15
0221 男 39 正式 16
0231 男 46 正式 18
0312 女 46 正式 20
0321 男 38 正式 13
0411 男 41 正式 17
0422 女 36 未修學程  1
0512 女 49 正式 26
0522 女 40 正式 17
0612 女 44 正式 22
0622 女 44 正式 22
0711 男 47 正式 23
0722 女 35 合格  5
0812 女 46 正式 24
0822 女 46 正式 19
0911 男 48 正式 25
0922 女 30 正式  5
1011 男 44 正式 17
1021 男 40 正式 16
1112 女 37 正式 13
1211 男 35 正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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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訪談資料之分析

訪談後針對訪談之資料進行不同背

景之編號，以利其分析。另外，亦採三

角驗證之方法，針對導師們所反應之內

容初步作成摘要，之後將整理之訪談摘

要讓導師們複閱，再次確認資料之正確

性，而此過程亦配合研究者多次在實務

現場之觀察，以確認所有訪談資料的可

信度。

在訪談資料之編碼分析上，研究

者係參酌了紮根理論的方式（王守玉，

2012；鈕文英，2006）來處理，但礙於

整體篇幅所限，而且也為了呈現最原始

樣態之資料，因此只運用開放性譯碼的

方式來整理呈現。

六、實際訪談之結果分析

( 一 ) 導師們對課程調整內涵整體的

認知

此部分，研究者主要訪談 2 個問

題，首先先了解導師們有沒有聽過或看

過「課程調整」這名詞，怎樣獲得此訊

息或認知的 ? 接著再了解導師們對「課

程調整」的基本認知與了解。

在 整 體 訪 談 中， 有 15 位 導 師

（0122、0132、0211、0231、0321、

0422、0512、0612、0711、0812、

0911、0922、1011、1021、1112） 是

曾聽過或看過「課程調整」這名詞

的，大致從特教研習（0231、1011、

1021）、 九 貫 研 習（0122、0231、

0512、1112）、大學修習課程（0132、

0211、0922）、 網 路 瀏 覽（0321、

0512）、廣播電台（0911）、配合個案

轉介（0422）、另一半在特教班服務

（0711）、曾當過特教組長（0612）、

參與特推會（0812）中了解到的。而

沒有的則有 9 位（0112、0221、0312、

0411、0522、0622、0722、0822、

1211）。細部去分析，導師們有無聽過

或看過「課程調整」這名詞，跟性別、

年齡、教師資格與否或教學年資是沒有

相關的。

從訪談中發現，普通班導師們對

課程調整或課程與教學的調整的基本認

知還不錯。然而讓研究團隊感到驚訝的

是，竟也有高達快 4 成的老師沒聽過課

程調整這個名詞，這是在推動融合教育

過程中的一大警訊。或許仍有不少導師

沒有聽過課程調整，不過對其內涵仍有

一定的了解，在整理完訪談內容後，研

究者也發現，導師們所提到的有關課程

調整的內涵，仍不離上述的「學習內

容、學習歷程、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

等四大範疇。茲歸納說明如下：

1. 有關學習內容

有的導師提到課程調整是指調整

課程或教材內容（0112、0122、0231、

0312、0512、0711、0722、0812、

1011、1112）、針對學生需求進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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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深、加廣或補救（0132、0812）、

調 整 課 程 的 難 易 度（0211、0612、

0911、0922、1011）、作業的不同安排

（0221、0312、0512）、調整教學目標

（0512、0812、1021）、調整各領域

節數（0512）、將課程內容教材簡化

（0612、0622、0812、1011）。

2. 有關學習歷程

導師們提到課程調整也可能包括

調整上課或教學的方式（0112、0122、

0522、0622、0711、0722、1112）、

調整教學時間（0112）、調整課程進

度（0122、0822）、實施較彈性的教

學（0132）、依個別差異進行教學

（0321）、學習輔具的運用（0812）、

進行小組合作學習（0221）、用不同

策略引發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動機

（0221）。

3. 有關學習環境

有導師提到會做互動的調整，包括

同儕或師生（0312）、與一般生溝通其

更接納的方式（0822）、調整教學場地

（0911）。

4. 有關學習評量

導 師 們 提 到 降 低 評 量 的 標 準

（0422）、調整評量內容（1011）。

綜上，研究者發現，導師們談論課

程調整時，大多僅限於對課程內容或教

學歷程的描述，很少提到有關學習環境

及學習評量調整的部分，顯現導師們對

學習環境和評量調整之內涵的認知是較

不足的，這可能與導師大多關注在課程

內容與教學有關，此部分是未來在宣導

上可強化的部分。

（二）課程調整對特殊需求學生的重

要性認知及實施現況

在此部分，研究者提了 2 個問題，

首先先了解導師們認為「課程調整」

對特殊需求學生有幫助嗎 ? 為什麼 ? 另

外，了解導師們曾為班上的身心障礙學

生做過哪些「課程調整」? 實施頻率如

何 ?

在整體訪談中，全部的導師們都

認為課程調整對特殊需求學生是有幫助

的，不過有導師是提到幫助其實不大

（0922）。有的導師提到，作業調整

來符合其程度，可避免其學習產生無

助感（0112）；在大班中有進度問題，

不調整是不行的（0122、0132、0211、

0612）、對於一些術科，如健體、藝文

的調整是更有用的（0211）、畢竟和一

般生不太一樣，給予其適合程度的學習

才是最有效益的（0221、0321、0722、

1011）、整體課程是大方向的，需注意

到學生的個別差異（0411、0512）、課

程調整是有意義的，起碼不會讓學生覺

得無事可做，且能和一般同儕一起學習

（0422）、雖有些時間是在資源班，但

大都時間是在普通班的，因此一定要調

整（0512）、經過書寫與表達的補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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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其能力有提升（0522）、低年級階

段和一般生的程度落差並不大，此時

進行課程與教學調整成效必定很顯著

（0622）、有調整代表老師有反思，對

學生一定有益（0711）、如果能根據其

程度來設計內容和評量方式，對學生的

幫助會較大（0122）、可減少師生間的

挫折感，讓學生不排斥學習，老師能相

對獲得滿足（0812）、讓學生更易於理

解課程內容，進而幫助其學習（1112）。

導師們大概都嘗試做過課程調整，

例如：注音符號補救（0112）、降低作

業難度（0112、0221、0411、0422）、

給予較少作業量（0221、0321、0411、

0422、0522、0822、1112）、 作 業 量

分次實施（0231）、課文內容簡化、

減 量（0122、0612、0711、0812、

1112）、降低課程的難度，有時運用

到 較 低 年 級 的 課 程（0612、0711、

0812）、降低其要求（0122、0822、

0911、0922）、調整評量題幹、內容符

合學生的能力（0122、0321、1112）、

評量時輔以報讀或給予一些提示線索

（0122、0512）、提高學習動機（0132、

0221）、給予人際適應的協助（0211）、

給予補充教材或輔具（0231、0612）、

運用轉移注意力的教學策略（0512）、

課後的語文補救教學或陪讀（0522、

1021）、讓學生多發表，跟著同組同儕

一起模仿著做（0612）、課後的一對

一教學（0812、1011）、部分參與的原

則運用（0812）、利用孩子喜歡吃午

餐的關鍵，把午餐當成誘發學習之動

機（0822）、座位安排離老師近一點

（0822）、藉助同儕來協助學習及適

應（0911）、作業訂正時採一對一指導

（0922）、數學應用問題的簡化及搭配

圖解（1021）。

在實施頻率上，有的老師是每天、

每 堂 做（0122、0221、0321、0512、

0922、1011、1021）、有的是每周做一、

兩次（0112、0612）、有的每周約做 3

天（0522）、有的頻率上不高（0132、

0211、0422、0622、0711、1211）、有

的頻率不一定（0312、1112）、有的老

師未曾留意頻率問題（0812）。

從訪談中發現，導師們大致是認同

課程調整對特殊需求學生是有幫助的，

其實際作為也非常多元，大致也符合課

程調整的範疇。在實施頻率上雖然不

一，但仍發現現場導師是用心想做些嘗

試的。另外，研究者也發現，雖然有些

導師不太清楚課程調整的內涵，但實際

上是有作為的，但無法做得太深入。

( 三 ) 導師們在課程調整上的困難與

     需求

於此，研究者亦提了 2 個問題，首

先在於了解導師們在實施「課程調整」

有哪些困難？接著再了解導導師們對於

實施「課程調整」需要哪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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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導師提到在大班教學時，有

進度壓力，有時又有其他行政工作，

課程調整的難度會增大（0112、0132、

0612、0622、0711、0812、0822、

1021）、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態度會影響

老師的課程調整意願（0122、0132、

0922、1021）、家長和老師期待不同

（0122、0211、0822、0911、0922、

1011、1021）、對一些學業性的領域，

調整上較無法使上力（0211）、輔具

資源無法完全到位，例如：放大字典

（0231）、對學生情緒的掌握上較困難

（0312、0422、0512、0822）、學生的

差異性大，需花很多心力去長期、持

續的關注（0312、0612、0622、0711、

0812）、課程到底要如何簡化（0512）、

學生在特教老師指導下已有顯著進步，

如果導師再介入做太多調整，對學生來

說不見得是件好事（0622）、障礙程度

較重的孩子真的適合在普通班嗎？這些

孩子到了高年級時感覺就空轉了，老師

已很認真，但總覺得使不上力，心裡很

難過（0711、0911）、對學生整體能力

或起點能力的判讀會有些困難，這會

影響教學目標的確認（0221、0812、

0911）、有服藥的問題，如不規律服藥，

就很難進行教學（1011）。

另外，大多導師提到如果要較落實

課程調整，可能需較多人力來協助，例

如進行個別一對一教學（0112、0231、

0622、0711、0812、0822、0922、

1021）、對課程設計會比較想了解，

對 IEP 內涵亦同（0122）、對於調整的

標準上比較難拿捏（0122）、如何建立

較適當的期待（0122）、如果能和特

教老師做更多的對話、互動與合作，

應會做得更好（0122）、希望特教老

師能夠更適時的介入與協助（0132、

0312、0612、1211）、希望能先改善學

生的行為問題（0132、0211）、給予學

生更多的教學時間（0231、0612）、情

緒輔導方面的課程可否有相關資源協

助（0512）、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針

對特殊需求學生設計不同的”課本”，

尤其技能性的、生活自理的（0711）、

在學生正確鑑定及測驗資料結果的判讀

工作上要更加強（0812）、較適合的教

材應被提供（0812）、希望獲得資源的

管道能更明確，而且最好有參考的典範

（0221）、很需要行政的支持（1112）、

需要有專業人士提供諮詢，提供課程調

整的方式、內容與建議（1112）。

從訪談中發現，導師們在實施課程

調整時遇到很多困難，而且也需要很多

的協助，這與諸多的研究結果類似（朱

坤昱，2010；張博舜，2016）。尤其是

普通教師和特教教師的合作，如果能加

強其間的互動，應對融合教育有很大的

幫助。此外，學校的行政作為也可更積

極，多給普通班導師必要的支援，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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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結果應可提供學校或主管教育機關做

推動課程調整的參考。  

七、結語

從本研究對普通班導師的實際訪談

發現，導師們對課程調整的基本認知尚

可，但在對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的了解

明顯不足。雖 24 位的導師當中有 9 位

未聽過「課程調整」，但在課堂上時仍

有實際之作為。導師對課程調整的了解

大致能歸納成「學習內容、學習歷程、

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等四大範疇。導

師能正視到課程調整對特殊需求學生之

重要性，大多已在課堂中執行，然而執

行過程中確也有諸多的困難待解決，涉

及了教師本身的專業、家長的問題、特

殊需求學生之問題、學校行政、各項資

源配合等，這是亟待去解決的。

吳武典（2018）提到，課程調整

是實施融合教育必要的策略，也是融合

教育成敗的關鍵，其重要性不言自喻。

目前已有諸多的特殊需求學生安置於普

通班，雖然學習上有資源班的抽離或外

加服務，但大多的時間仍在普通班中學

習，這也是普通班教師的一大挑戰。若

不勇敢面對，融合教育就只能空喊口

號，而沒有具體作為，這樣就違背特殊

教育的精神。

普通班老師對於課程調整真的有

感嗎？這是融合教育成敗的關鍵，從本

研究發現，導師們雖認同課程調整對特

殊需求學生的重要性，也有一些實際作

為，但如欲深化實施，則有現實的困

難。當前正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實施前的關鍵前導期，如果能正視

教學現場的需求，規劃嚴謹的普教與特

教合作之配套，或許會讓融合教育的推

展更加順利、成功及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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