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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啟智教育的終極目標，將落實在教學者及家長的良性互動中，繼而協助智能

障礙學生，建立群我關係具備獨立生活的技能，並增進社會適應及溝通的能力。

融合教育在台灣地區實施已經超過十年，各縣市實際實行的狀況不盡相同，融合

教學尚存在許多的困難，除此，老師、普通學生及家屬尚在調適的階段等，都是

融合式學校教學面對的問題。在回歸主流的教育政策及社區化的原則下，個案與

一般學生在課堂上的相處是勢必的，其人際關係互動、社會溝通能力與技巧，皆

是一般學生與個案都必須學習的課程。本文以實務工作多年之經驗，將融合式教

學班級的老師、學生與個案等之現況，所遭遇問題，以觀察經驗及實際教學情境

做描述。並以 Bradshaw(1972)所提出的需求理論，感覺性、規範性、表達性及比較

性等需求理論，建立起融合式教學技巧的運用，最後並以行為改變模式應用在融

合式教學上，來教導及訓練特殊學生，以其連慣性及共通性，引起學習動機、加

強刺激或重覆訓練等功能性，達到訓練及教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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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現今對於身心障礙者教育，打

破以往隔離情境，提倡融合教育及回歸

主流方針，促使智能障礙學生能入普通

班就讀；同時，普通班學生也能與這群

特殊學生相處，見識如好動兒或過動兒

等類似個案，明白注意力不集中或有太

多動作及強迫性行為的學生，讓彼此在

生活上學習人際關係互動及學業上相

互學習與協助。心理學者 Erickson 提出

社會發展理論，特別指出人生的每一個

階段都有其特別的工作要學習與完

成，各階段的經歷若不成熟，則會呈現

相對的極端現象，例如幼兒期，學習探

索外界，習得信任與不信任；青少年

期，智力與自我認同學習，對於養成勤

勉或懶惰習慣，及習得自我肯定或混淆

等皆有相關。 

    智能障礙的學生他們各階段的分

化，並不像一般人這麼完整，但是他們

不是別人，而是與我們想處在一起住在

同一社區的同學，所以儘早參與融合式

學習可以增進他們說話的態度、培養互

動的社交技巧、增加生活自理能力等。

因此，藉由融合式教學與學習，對於這

些身心障礙學生其社會性溝通能力，就

顯得特別重要。 

 

壹、融合式教學班級之現況 

在一個融合式教學的班級，常可以

發現課堂中，隨時會有一個或二個特殊

同學隨意走動；下課時也會有一或二個

同學，隨著或帶著特殊同學，上廁所或

是跟著他隨意走動。其實這是經過班導

師指導而特別陪著的，一來怕他隨意走

失，二來怕別班同學不知道而產生誤

會，因為特殊的同學，他想跟你玩，就

希望你馬上跟他玩，不管你是誰？熟不

熟？或者看到任何東西，他想摸一摸、

看一看，他就馬上衝過去，無法聽勸阻

或制止，甚至於當他脾氣來了，他會將

桌子掀倒，桌上東西掃掉，顯得有些暴

力，這方面的學生，有的好動，有的過

動，有的注意力不集中，有的則有強迫

性行為以及太多的動作，課堂上就顯得

坐立不安，甚至影響班上同學上課。有

時候課堂上，課上到一半，特殊同學會

突然大吼大叫或者傻笑，在個性上，特

殊的學童會有很固執的一面，當他不想

從事某一件事，他就採取不合作態度，

他就是不理會，不接受指令或安撫，甚

至耍賴讓老師無技可施。在一堂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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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的課，能夠安靜的學員，有時候可以

有十分鐘，但有的時候可能整節課都暴

躁不安，甚至敲打桌面、出怪聲，有時

整節課哭個不停，甚至把自己的東西扯

來扯去，擾亂到其他的同學。因此，在

整個場面上，經常是狀況百出，考驗著

老師、同學與學員的相處。 

從特殊學員的這些行為中，我們可

以觀察，然後發現到，哪些行為是顯出

學員他的無理、無助、無賴，或是哪些

行為要消除，哪些行為要保留及強化等

等。在融合班級中，普通的同學，常規

的建立大致在二個月內建立，而特殊同

學，一天當中總有幾堂課不在教室。普

通孩子在學校，只要適應一個老師，頂

多再加上科任課老師，但特殊同學，雖

然進到教室，但一下子要去做水療，一

下要去做職能治療，有時要到知動教室

變換場地治療或學習，對於特殊學童來

講，他要做更多的調適，對原來就適應

不良的孩子來說，同時要加進去這麼多

快速的刺激，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一般的學生與特殊學員想處於同一教

室，有的學生幾乎不能接受那樣不可思

議的人，但在老師對這些不合理行為，

或不願及不能學習的情形做說明後，同

學都能理解，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就

像有的長得快，有的長得慢，因此在各

方面都能培養出耐心、愛心，並且願意

去接納協助需要的同學。 

 

貳、實際教學情境 

一、融合困境 

在入學半年後，特殊同學原來所具

有的一些習性尚未袪除，新的規矩尚無

建立。有的時候在課堂上，他一時興起

常會去捉弄同學，或把同學的東西隨意

弄壞，像這樣是常有的情形。有時同學

已忍無可忍，讓了又讓；有時實在受不

了，於是就把他捉弄回來，但卻被老師

制止或處罰，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像

這些情形有時可耗掉半節甚至一節

課。特殊同學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狀

況，實在搞得老師精疲力盡，有時候還

多虧了一般同學的協助及幫忙、同學也

明白老師也有極限，有時候還會貼心的

給老師加油打氣，大家並更自動自發，

因為他們知道，一個特殊同學的情緒，

幾乎可決定班級活動的進行及停頓。 

二、困境解套 

在融合教學中雖看不出顯著的學

習效果，但由於同學的包容，特殊同學

已體認到一件事實--那就是：儘管抗

拒，但還是必須和同學有一樣的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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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對學生的任何堅持或行為改變、技

術等，都要求家長一定要配合；而家長

也體認到這個環境是友善且是有幫助

的，孩子將在不斷的訓練過程中學會鎮

定及性情穩定，伺常規慢慢建立，建立

常規後才能學習（如圖一）。

 

 

                                                      

 

                                                  

 

 

 

 

三、出現平衡 

因此智障學生規範性的建立是很

重要的，能夠建立規範，表示之前的一

些無理、無助、無賴的習性已然袪除。

在此同時也去除了父母的感覺性的感

情障礙，當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比較有

禮貌，不再哭鬧，他終於知道，我的孩

子還有希望。這是入學一年以後，父母

最大的收穫與安慰。到這個時候已經整

整一年，等於找出學生的問題也找出家

長的問題，可以開始進入學習的第一階

段規範建立（如圖二）。

 

 

                                           

  

 

 

 

 

  

學生規範性 
要求及建立

老師認為 
孩子可教 

家長順其 
自然就好 

圖一、不平衡模式：學生是支點，老師的教學及家長的配合是法碼的兩端 

學生規範性 建立學

習強化並出現表達

性需求技能

學校教師 學生家長

圖二、平衡（出現新技能）並袪除學生及家長的共同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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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技巧的運用 

以 Bradshaw(1972)所提出的需求

理論，感覺性、規範性、表達性及比較

性等需求理論，建立此融合式教學技巧

的運用，其分述如下：（如圖三） 

1、感覺性需求建立： 

是學生及家長的共同迷思，家長一

方面自咎，認為孩子這樣是自己的

錯。二方面認為孩子很可憐、沒關

係，所以孩子有恃無恐。另外，當

孩子發脾氣時，不知所措，感覺到

很不好意思，於是無形中縱容了孩

子一些反社會的行為，例如走在路

上看到東西，拿了就跑，或者要一

個東西便賴在地上不願離開。 

2、規範性需求建立： 

老師為了訓練及教育學生的常規，

用自問自答的一種外加方式，不管

學生反應如何，老師就是自顧自的

做，讓學生從中模仿。 

3、表達性需求建立 

訓練及加強表達技巧:包含有簡單數

字、或名字的描寫，再加上一些生

活自理能力，如：穿衣、吃飯、打

掃、為花木洒水的訓練，此時新的

習慣能力出現。 

4、比較性需求建立 

比較需求的練習，採發表式的表演

方式，先寫劇本，再教學生演出，

其實就是對照從入學到現在的生活

寫照。此練習可對照練習和當初無

理、無助、耍賴的情形做話劇的表

演。平順的口語問候，溫和的笑容，

簡單的自我介紹，柔順的肢體動

作，禮貌性的打招呼。 

這些溝通表達的學習，將影響日後

能力的發展，可適切的傳達自己的需

要，增加被同儕接納的程度與互動。更

能減少無法或無效表達需求的憤怒，且

降低無助感所形成的異常行為及消除

習得的無助感。具體呈現的行為或口語

表達方式如下： 

（1）我想跟你玩，好不好？我們可以

做朋友嗎？ 

（2）這個東西可以借給我嗎？ 

（3）上、下課之區分，動靜有別。 

（4）照顧好自己的東西，隨時收拾，

不隨意破壞。 

（5）願意接受指令，大家安靜時不出

聲，可以隨著範本描寫，或老師的

規定，及復述一遍給父母聽。 

（6）學會陳述事情，態度平緩，嚴格

說起來，應該是有你我之分際。  

（7）最重要是學會與同學溝通及表達



身心障礙研究 2005, Vol.3, No.2 118

之禮貌，因為同學越來越認同他，

他以認得一些同學的名字，無形

中，在班上他有一個穩定的班級定

位。 

（8）他已經是這個團體的中的一分

子，有安全感及歸屬感。

 
過去行為袪除          入學一年                強化學習(二年)       

                    (1)規範性需求建立        (2)出現表達性需求建立    

新習慣能力出現                     自我回饋 

 

(3)訓練及加強表達技巧                   (4)比較性需求練習 

 

圖三：教學技巧的運用模式 

 

肆、教學上行為改變模式之應用 

在融合式教學上，以行為改變模式

來教導及訓練特殊學生，此三種模式有

其連慣性及共通性，不論是引起動機、

加強刺激或重覆訓練都有其功能性，並

且在關鍵時間使用，交替進行。

 

                                                       

     

 

 

 

 

 

                              

 

 

 

 

要求模式 延宕模式 

隨機教學模式 

圖四：回饋圈。 
1.要求模式：教師事情示範 
2.延宕模式：學生反應期 
3.隨機教學模式：成功或繼續下一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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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求模式 

這是老師與特殊學生互動模式，以

語言音調、情境事物使學生產生意願，

於是教師使用一問一答，或自問自答方

式，要求學生說出老師剛才說的話，或

做的動作。 

二、時間延宕 

在老師的要求之下，學生沒有反

應，不理不睬，老師在時間的延宕中應

接近學生，或許抓住他的雙手，並注視

學生，且要求學生注視老師，但要將回

答保留，直到學生回答。在停留期間，

老師可以給學生眼神的鼓勵、口頭上的

暗示或提示等間接協助。 

三、隨機教學 

在課堂中使用隨機教學，可提升學

生的注意及溝通意願的反應，說穿了，

隨機是製造出來的。而隨機教學必須和

要求模式及延宕模式循環運用，互相配

合。教師給學生明確要求，而後延宕學

生的行動，接著再示範一次，直到學生

有了回應，否則就一直等他，並且用一

些增強及強化技巧，直到學生有所行動

為止。 

學生會因為想獲得增強物而開始

和老師討價還價，如此，及達到我們要

求規範性行為的最初目的與訓練效

能。相同的也出現了學生表達性需求的

建立訓練強化。 

 

伍、結論 

俗語說：一人中風，全家發瘋，家有智

障，全家癱瘓，可是生活難處之極端。

筆者從事國民小學教育工作，實際上與

智障兒童時有接觸，家長談到智障兒，

有其太多的無奈之處。家長必須明瞭對

智障兒的教育是一種不斷重覆的訓練

及正向行為的強化；唯有如此，孩子才

有健康的未來。 

建議： 

（一）復健科醫師及專業治療師明顯不

足，有的孩子在鑑定之後，只能

得到間歇性的治療，例如，一年

級的剛鑑定完，三年級的治療必

須先延後，讓一年級的先治療。 

（二）生育者及教養者，應同時具有嬰

幼兒成長發育、人格發展各階段

的認知，如嬰兒期對人的信賴及

不同年齡層的不同需要，以便早

期發現診斷，早期治療，幫助孩

子建立更為明確的未來及孩子

需要協助的社會醫療資源之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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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c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will 
focus on the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achers and the families, to help students to 
build their living and adaptive skills independently.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has been enforced more than a decade in Taiwan. However,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to operate this kind of project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The 
aim of the present article is to describe the provis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eaching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provision on many perspectives: teachers, the general students and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Finally, the author apply Bradshaw’s need theory in the analysis 
of inclusive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and teaching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Key words: Inclusive educatio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social communicative skil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