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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融合教育是近年來國際社會在特殊教育議題上所提出的一項重要政策，隨

著人權運動的發展，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家長開始爭取使其子女享有平等的教

育權，因此引出了「零拒絕」與「教育機會均等」等理念，各國紛紛開始推動

融合教育，讓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在這樣的教育政策之下進入一般的學校，和

同年齡的其他同伴一同學習，一起成長。本研究即著眼於探討學齡前階段融合

教育的實施情形，並擬透過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教師之經驗，探討學齡前融合

教育班級中同儕互動以及師生互動等面向之實施情形及意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一次因緣際會之下，我參與了一個與幼稚園相關議題的研究，因此得以

有機會進入幼稚園進行長時間的觀察，這是我第二次來到這所幼稚園，幼稚園

座落於臺北縣立某國中校園內，是一所縣立幼稚園，雖然和國中共用一個校園，

但是它卻位於一棟獨立的大樓中，和國中部之間保持一點區隔，使上課時不會

相互干擾。為了避免第一週可能出現的混亂和為了招呼我所增加的困擾，我選

擇於第二週進入校園，那天是下學期剛開學的第二週的週四，與幼稚園取得聯

繫之後，我進入了這所幼稚園。雖然是下學期，但因為是剛剛開學，所以園內

還是有些混亂，進入幼稚園所在的大樓之後，我向廚工阿姨及老師們問早之後，

便詢問我是否方便找園長？循著阿姨告知的位置，我很快的跟園長見面，大約

花了五分鐘的時間和園長作了簡短的談話，初步了解幼稚園的教保與行政的概

況之後，便開始安排觀察的班級。因為我即將在這裡展開為期一年的觀察活動，

所以有一個固定的觀察班級將會使觀察的焦點不至於太分散。這個幼稚園一共

有四個班，其中三個班是中大班混齡的班級，一個班是只有中班的幼兒，園長

的班級就是中班，而我被安排在園長班上進行觀察。 

第一次和這個班級的孩子接觸是在中午用餐時間，很快的我發現有一位幼

兒明顯的和其他幼兒不同，他很好奇的看著我，試圖跟我交談，但是我卻完全

聽不懂他說的話，因此我無法跟他進行談話，只好透過班上的老師做為橋樑，

事後老師跟我說他是位多重障礙的幼兒，在語言上有一些困擾，目前正接受相

關的語言治療。聽了老師的敘說，我的心裡直犯嘀咕，「一個有障礙的孩子為什

麼不送到特殊學校去接受專業的指導，反而在普通幼稚園接受教育？在我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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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經是非常嚴重了，連口語溝通都沒有辦法進行，將怎麼跟這群一般幼兒相

處？這樣的教育安置真的好嗎？」我的心中充滿疑惑與不解，對於這樣的教育

安置模式深感不妥，總認為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需要特殊且專業的照顧。 

經過幾次的觀察，園長跟我談起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問題，並且告訴我班

上一共有三位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其中一位是發展遲緩，我很快的在腦海中搜

尋，我想我知道第二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是誰了。但是還有一位會是誰呢？園

長很肯定的跟我說我一定不知道，果真，我沒辦法找出第三位具有特殊教育需

求的幼兒，因為她不論在外觀上或行為表現上都與一般幼兒並無二致。園長告

訴我是哪一位幼兒，她是一位患有亞斯伯格症的幼兒，看著我充滿疑惑的臉，

園長於是向我說明何謂亞斯伯格症，而我卻覺得她完全不需要特殊協助，因為

在這個班級中我所觀察到的她，跟其他一般幼兒並沒有太特出的不同，她也似

乎不需要特殊教育需求服務。在更詳細的得知整個班級的幼兒情況之後，我開

始思索這樣一個包含著三種不同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班級，真的能適應所有幼

兒的需求嗎？同時更加深我對於融合教育的排拒。因為我認為在現階段的人力

資源之下，這個班級中的幼兒是無法真的獲得妥適的照顧，雖然每位教師都具

備特殊教育概論三學分，但要同時教育這麼多種類型的幼兒恐怕還是難以得心

應手。 

經過了半年多的觀察，過去一直堅持排拒融合教育的我，開始有些動搖，

這動搖起因於我看到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成長，他應該是這個班三個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中障礙程度最嚴重的一位，剛開始的他無法清楚的口語表達與溝通，

因為幾乎沒有人聽得懂他說什麼，就如同我和他的第一次接觸，他是那麼願意

表達自己的想法或是聲音，但是扮演接收者的我卻是完全聽不懂他在說什麼，

不論是語音或是語詞，他需要依賴老師的協助，幫助他跟其他幼兒對話；在進

行團體討論活動時，他不會主動參與，每每需要老師在一旁協助；進行分組活

動時，他總是一個人獨自工作，即使他有分配到工作，他也無法做出和其他幼

兒一樣的成品，他總是做著自己想做的事；用餐時間他總是最後一個吃完的幼

兒，而且無法保持桌面的整潔。但是經過半年的觀察，他有了顯著的進步，他

開始會和同學溝通，即使只是簡短的幾個字或幾句話；他開始主動參與團體討

論，雖然不見得有口語的意見發表，但是他會主動舉手，表達意見；進行分組

活動時，他雖然不像其他幼兒做的那麼快又那麼好，但是他開始會做出活動所

需的成品；用餐時也可以盡量保持清潔並且不再拖拖拉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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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的成長之後，我對於融合教育的觀點開始慢慢改變，我開始思考是

什麼樣的情況可以協助這位幼兒有那麼大的改變，他雖然和一般幼兒在發展上

還是有一段距離，但是對他而言，他已經成長許多，雖然他還是存在著一些不

如同年齡幼兒的問題，例如：他會在不高興時對人噴口水、對於數的能力和識

字的能力較低於同齡幼兒、較精細的工作他還無法勝任、有時候口語表達還是

不清楚，讓人無法瞭解他在說什麼……等，基於這些轉變引發我對於學齡前融

合教育進一步探討的動機，想要更深入了解是什麼樣的因素使得特殊教育需求

的幼兒在這樣的環境中可以有如此迅速的改變。 

就融合教育的角度而言，教育部於 1995 年所發表「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教

育報告書」明確宣示未來特殊教育實施之九大理念，其中以「零拒絕的教育理

想」及「人性化的融合教育」兩大理念，對於我國特殊教育的發展有著明確的

定位。就法規層面而言，我國之特殊教育相關法規如：特殊教育法、特殊教育

法施行細則的規定，「對身心障礙國民，除依義務教育之年限規定辦理之外，並

應向下延伸至三歲，於本法公佈施行六年內逐步完成」（特殊教育法第九條）。

依據上述兩項政策及法令的規範，現行學前教育機構必須接受每一位有意願入

學的幼兒進入就學，在這樣的教育理念下，現階段幼稚園教師是否能夠完全肩

負起教育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使命？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普通教育體制中如何

進行學習？在這個班級中的教師是如何面對班上一般幼兒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之間的相處問題？在這個班級中的教師又是如何和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互動？ 

為了尋求上述問題的解答，遂將國內融合教育相關研究做一初步整理發

現，現階段國內融合教育相關研究多以教師、家長（一般學生家長為主，特殊

家長為主的研究較少）、學校行政人員等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其中研究主題多以

瞭解上述研究對象對於實施融合教育之態度、意見、認知、教學困擾以及融合

教育可能出現的問題為主，並未有以融合教育班級中的教師經驗為出發點，探

討融合教育班級中學生同儕互動及師生互動議題的相關研究，然而在教學情境

中，班級的主要成員除了學習者之外就是教導者，相對於學習者所扮演的角色

而言，教師角色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對於教室中可能產生的情境也具有一定的

主導性，例如教室作息時間的安排、戶外活動的地點與時間、用餐座位的安排

與調整……等，幾乎都是以教師的規劃來進行，在生活指導上也同樣扮演舉足

輕重的角色，包括常規訓練、禮儀學習等，都可以看到以教師為主導的現象。

所以，在融合教育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與一般幼兒之間的學生同儕互動以

及師生互動方面可能出現的情形或影響，就值得進一步加以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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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類發展的觀點而言，人類發展學者們所提出的學說有主張環境說的、

主張遺傳說的、以及主張環境—遺傳交互作用說等，明確的說明影響人類發展

的因素眾多，而成熟和學習環境都只是諸多影響發展因素的其中一項，其中個

體成熟以至於可以表現適當行為，主要受到遺傳的影響而形成個別差異，在本

研究中對於遺傳和成熟的部分如何影響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由於研究上有所限

制，將暫時略而不談，而專注於學習環境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影響。在一

個學習環境之中，影響學習的因素可說是複雜而多樣，很難直接說明或指出影

響學習與成長的特定因素。在班級教學的情境中，教學的主體圍繞著學習者與

教師，此間所產生的學生同儕互動與師生互動即可形成教學的無數可能，而學

習者也就在這樣的情境中開始轉變。在學前融合教育班級中，教師、一般幼兒

以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如何在教育情境中，透過師生以及同儕互動來與特殊

教育需求幼兒相處，將是影響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學習情境中成長的一項因

素。為了能更深入的探討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是如何

與教師和一般幼兒相處，在這相處的過程中如何受到教師和一般幼兒的影響，

使他可以有所成長，進而可以融入於這樣的教學情境，使得教學活動得以順利

的進行，本研究擬透過實施融合教育班級的教師，就教師在實際教學過程的相

關經驗進行分析，包括學生之間的互動以及師生之間的互動，進而說明學齡前

融合教育班級實施的情形，以期能對於學齡前融合教育的實施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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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意義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接受教育的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如何在融合教育班級中獲得最適性的發展；在班級教學過程中，教育主體—
教師、一般幼兒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間，如何透過相互之間的互動，使得在

融合教育班級中學習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可以適應團體生活，同時在認知學

習、生活技能以及社會互動上有所進步。本研究擬透過實施融合教育班級的教

師之實際經驗進行分析，藉以瞭解實施融合教育的班級中，學生之間的互動情

形以及師生之間的互動情形，從而瞭解融合教育班級實施的情形，並提出建議

作為未來學齡前融合教育實施的參考。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可歸納為下列幾項： 

一、分析學齡前融合教育教師經驗中學生互動的情形。 

㈠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與一般幼兒互動的方式為何？ 

㈡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與一般幼兒互動的內容為何？ 

二、分析學齡前融合教育教師經驗中師生互動的情形。 

㈠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與該班級任教教師之間互動的

方式為何？ 

㈡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與該班級任教教師之間互動的

內容為何？ 

貳、研究意義 

根據教育部（1995）提出的「零拒絕」的教育政策，我國各階段之教育機

構皆不得拒絕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就學，在學齡前階段亦然，因此在普通幼稚園

中接受教育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自不在少數，以臺北縣為例，根據教育部特殊

教育通報網的統計資料，如表 1-2-1 所示，八十九學年度臺北縣學齡前特殊學生

人數共三百六十九人，其中二百八十二人在普通幼稚園接受教育，即接受所謂

的融合教育，其所佔學齡前特殊幼兒之比例為 76.42％，至九十五學年度臺北縣

學齡前特殊學生人數共一千五百三十一人，其中一千一百六十一人在普通幼稚

園接受教育，即接受所謂的融合教育，其所佔學齡前特殊幼兒之比例為 75.83％，



 6

雖然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就讀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的比例上有所下降，但是在

普通幼稚園接受教育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人數仍然佔全體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

四分之三強，顯然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家長為子女所選擇的最主要的教育安置

方式仍以普通幼稚園為主，同時因為臺北縣僅一所特殊學校—臺北縣林口啟智

學校，而林口啟智學校中並未設立幼稚園階段，因此在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就學

人數方面，即以一般學校的統計人數為依據。這些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普通教

育環境是如何適應與成長？對其自身的發展是否有所助益？一直是一個值得深

入探討的問題。隨著融合教育政策的執行，社會各界對於融合教育的實施產生

了許多討論，同時也引發許多質疑的聲音。 

表 1-2-1  臺北縣一般學校學前階段學生安置情況 

 自足式

特教班 
分散式

資源班 
各類巡

迴輔導 
在家

教育

普通班接受

特教服務 其他 學前階段

未入學 總計

八十九學年度 57 0 1 0 282 29 / 369

九十學年度 59 0 0 0 358 1 7 425

九十一學年度 69 0 3 40 400 69 / 581

九十二學年度 106 0 16 91 599 181 / 993

九十三學年度 111 1 23 80 624 290 / 1129

九十四學年度 122 1 23 105 903 175 / 1329

九十五學年度 110 0 14 104 1161 142 / 1531

註：本表所列資料因教育部統計資料八十八學年度以前並未刊載學齡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就

學人數，故以八十九學年度開始說明，其中以「/」表示者係原始資料中並無顯現者。 
資料來源：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http://www.set.edu.tw/）。 

根據國內外相關的研究顯示，在探討融合教育所可能產生的成效時，通常

由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在融合教育班級中的教育成效、對於融合教育班級中一般

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以及對於融合教育班級中教師教學品質的影響三方面為

主，其中之研究結果正負向效應兼具，其中正向效應包括：特殊教育需求學生

在接受融合教育的過程中有助於其社會互動能力及語言能力的發展，同時並不

影響一般學生的發展（王天苗，2001；王天苗，2002；徐美蓮、薛秋子，2000）；
在能獲得相關支援的情況下，一般教師仍能接受班級中有特殊教育需求學生，

並提供其所需之教學設計（Staub & Peck, 1994）。除此之外，根據蔡淑玲（1997）
以質性研究方法，探討自閉症幼兒在融合教育情境中，自閉症幼兒與教師及同

類 
型 人 

數 年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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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相處的情形發現，在同儕相處情形的部分，一般幼兒對於自閉症幼兒在接觸

的初期，多不太理會自閉症幼兒，但是相處久了之後，反而會主動尋求協助自

閉症幼兒，而同儕的相處對於自閉症幼兒在語言發展、社會技能發展、遊戲發

展，以及肌肉協調發展上有良好的影響。在與教師相處的情形方面，兩位教師

中，一位較不瞭解自閉症幼兒可能有哪些問題，因此在互動上較為消極，而另

一位教師雖然較能接納自閉症幼兒，但礙於教學工作繁忙，所以容易忽略了自

閉症幼兒的需求，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也就會影響自閉症幼兒的學習情形，在教

師方面所呈現的研究結果顯得較為負向。在負向效應方面，除了蔡淑玲（1997）
的研究結果所示之外，依據相關研究指出，缺乏相關及適當的配套措施將帶來

負面的效應（王天苗，2003），諸如：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在融合教育班級中並未

獲得符合其特殊教育需求之教學（Salend, Garrick, & Duhaney, 1999）；普通教師

特教知能之不足（王天苗，2001；曲俊芳，1998；黎慧欣，1996）等。此外特

殊教育需求學生本身是否適合在融合教育班級中就讀，尤其是障礙程度較為嚴

重者，也是常被提出來質疑的部分。 

在研究者進行觀察的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雖然跟著

班上同學一起進行學習活動，但是教師在分組活動時會針對特殊教育需求的幼

兒另外分配工作，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在職能治療師進行職能治療後，會請老師

協助他們發展某些能力，例如小肌肉的發展、腿部肌肉能力等等；另一方面因

為他們有時候並不主動的表達自己所想要參與的活動，所以老師會主動分配工

作，讓他們也可以參與其中，這些部分可以看出對於特殊教育需求的幼兒是較

為正向的接觸，同時也較能帶給他們正向的發展。但是在活動進行中，教師因

為要顧及到所有的幼兒，以及每一組的進行狀況，有時候會忽略了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的需要，造成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出現坐在位子上卻什麼也沒有做的情

形，而無法達成預期的效果，這就出現了如同蔡淑玲（1997）的研究中所得到

的現象，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學習上較無法獲致成效。在學生互動方面，

部分幼兒會主動的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幼兒，例如進行全園性的學習區活動時，

老師通常會詢問有沒有哪為小朋友願意帶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到他所選擇的學習

區去，有時候選擇同一個學習區的幼兒會主動告訴老師他可以幫忙協助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但是當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出現爭執時，特殊教育需求

幼兒常常會因為語言上無法反擊，所以會以噴口水的方式對著和他有爭執的幼

兒噴，這時就會出現一般幼兒對他的好朋友說出「我們不要跟他玩」之類的對

話，而老師如果察覺到有爭執且噴口水的狀況，通常會先制止特殊教育需求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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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繼續噴口水，同時也將他稍稍帶離開衝突的情境，然後詢問雙方衝突原因並

加以處理。由此可見，融合教育的實施對於學生以及教師而言都是一項挑戰，

他有很正面的效應，當然也存在著一些較偏向負面的效應。基於上述融合教育

所可能出現的正負向效應，對於融合教育實施的情形將值得進行深入探討。 

整體而言，教育要發生效應包含著許多影響因素，其中學生之間相處的情

形，師生之間在教學及生活過程中如何互動，都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本

研究著重透過融合教育班級教師的經驗，針對學生互動以及師生互動兩個部

分，分析現階段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教育實施的情形，用以檢視在融合教

育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普通兒童互動的方式與內容，以及學生互動對

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影響；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該班教師互動的方式與內

容，以及師生互動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影響。期望透過上述之分析，呈現

出現階段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的實施情形，構築出融合教育實施的可能發展，

並再次省思在教育的過程中，將人類依據某些特徵或特質加以分類的適當性，

提供特殊教育發展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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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相關重要名詞包括：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學生

互動方式、學生互動內容、師生互動方式，以及師生互動內容，茲分別說明如

下：  

壹、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 

本研究所指稱的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是指一般學前教育機構（幼稚園或托

兒所）之班級中，同時接受學齡前階段（零到六歲）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以

及同年齡之一般幼兒一同學習的學前教育班級。 

貳、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本研究所指稱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是指已領有身心障礙手冊、醫院證明或

經鑑定、評估確定為需要提供特殊教育服務的學齡前幼兒。 

參、學生互動方式 

本研究所指稱的學生互動方式，是指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活動（包括自由

活動、團體討論、分組活動、用餐以及其他班級成員共同的活動）進行中，該

班級之一般幼兒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間的互動方式，其中所指稱之互動包括

語言及非語言兩方面，亦即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情境中，一般幼兒與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之間的口語溝通、眼神交會、態度、肢體接觸，以及其他可能出現

用以交換彼此訊息的各種溝通方式，使一般幼兒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能透過互

動的過程，而對彼此產生影響的各種方式而言。 

肆、學生互動內容 

本研究所指稱的學生互動內容，是指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活動（包括自由

活動、團體討論、分組活動、用餐以及其他班級成員共同的活動）進行中，該

班級之一般幼兒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互動時所交換的訊息內容，包括分享經

驗、請求協助、給予協助、要求參與遊戲、回應他人所提出的訊息、肢體碰觸

所達成的共識等，幼兒之間互動時可能傳遞的任何訊息。 

伍、師生互動方式 

本研究所指稱的師生互動，是指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活動（包括自由活

動、團體討論、分組活動、用餐以及其他班級成員共同的活動）進行中，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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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間的互動方式，其中所指

稱之互動包括語言及非語言兩方面，亦即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情境中，教師

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間的口語溝通、眼神交會、態度、肢體接觸，以及其他

可能出現用以交換彼此訊息的各種溝通方式，使教師在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互

動時能清楚認知到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需要，同時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也可以藉

由互動的方式傳達自己的意見，以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獲得最適之發展，同

時提供教師在教學活動設計上的思考觀點。 

陸、師生互動內容 

本研究所指稱的師生互動內容，是指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活動（包括自由

活動、團體討論、分組活動、用餐以及其他班級成員共同的活動）進行中，該

班級之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互動時所交換的訊息內容，包括作息轉換、生

活常規指導、行為矯正、教學活動、一般性的談話，如單純的聊天、學生提出

需要協助的訊息、回應他人所提出的訊息、肢體碰觸所達成的共識等，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與教師互動時可能傳遞的任何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