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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依據前述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本研究試圖透過融合教育班級教師的實際教

學經驗，分析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的實施情形。本章擬先行探究融合教育之意

涵，繼而分析臺北縣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實施現況；最後分別分析學齡前融合

教育班級中學生互動以及師生互動的意義及價值。 

 

第一節  融合教育之意涵 

融合教育是近年來世界各國在特殊教育方面所積極推動的一項關於身心障

礙兒童或特殊教育需求兒童的教育安置政策。其發生的主要因素，乃基於人們

對於民主與人權運動的重視，強調人生而平等，不論其種族、性別、信仰、階

級、貧富……等，皆享有同樣的權利。受到這些思潮與運動的影響，在特殊教

育方面引起了相當大的改革，使得身心障礙者得於過去完全被忽視、隔離的環

境中，慢慢發展至可以到隔離、自足式的教養機構中接受教育訓練，進而進入

回歸主流、統合教育的階段，乃至於今日倡導完全融合的教育安置，使身心障

礙兒童或特殊教育需求兒童可以和其同年齡之同伴一同學習與生活。為了更清

楚明確的瞭解融合教育之真義，本節擬就融合教育發展之沿革、融合教育之意

義、融合教育之要素、及其相關研究來進行探討。 

壹、融合教育發展之沿革 

從西方特殊教育發展的歷程來看，最早的特殊教育相關記載開始於十八世紀

末法國 Itard 醫生對在 Aveyon 發現的狼孩 Victor 提供生活與教育訓練（吳永怡、

楊麗香，2002）。但是以當時的普遍情形而言，在 1850 年以前，身心障礙者多

處於被忽視或漠視的情境中，並未接受任何教育訓練，直到 1850 年至 1900 年

間，開始出現教養院以及特殊學校的設立，用以提供身心障礙者教育訓練。雖

然人們已經開始對身心障礙者提供教育與訓練措施，但是一直到 1950 年代為

止，身心障礙者普遍仍不為社會所接受，因此多以隔離式的教養機構或特殊班、

特殊學校為其主要的教育訓練場所。至 1960 年代人權運動興起，也由於許多教

養機構以非人道與非專業的方式對待身心障礙者，人們開始關心身心障礙者之

權益，提出「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以及「正常化原則」（normalizational）
的理念，企圖使身心障礙者可以不再以隔離的方式進行教養。此一理念的提出，

開啟了晚近對於特殊教育的重視，自此以後，大約每十年就有一些重要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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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理念提出。1970 年代，歐美各國除了將身心障礙者自隔離式的教養機構中

帶離，更積極的尋求更適當的安置方式，並且開始思考是否可能讓身心障礙者

融入一般的社會中一同生活，於是出現了「回歸主流」（mainstreaming）、「統合

教育」（integration）、「最少限制環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LRE）等理

念。1980 年代的「普通教育改革」（regular education initiative, REI），著重普通

教育的改革，期望透過提昇普通教育的品質，以減少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的人數。

到了 1990 年代，學者們開始提倡「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主張不論是

普通學生或是特殊教育需求學生都應享有同樣的教育品質，同時不再分流安

置，而是將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所需的特殊服務或支援帶進普通班級中。從上述

融合教育的發展沿革可以看出，融合教育源自於對於身心障礙者安置型態的反

動，進而延伸至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問題的改革。以下將依不同年代對於特殊

教育所提出的相關理念，逐一檢視晚近對於特殊教育需求者的相關教育主張： 

一、1960 年代以前的特殊教育 

在人類早期的生活中，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態度多半是摒棄、排斥，並未

給予身心障礙者適當的照顧，身心障礙的幼兒在這個時代中通常會遭到被拋

棄、忽視、漠視，甚至是不人道的對待。直到基督教會的出現，才稍有人道

的對待身心障礙兒童，這些身心障礙兒童是被教會保護及同情的（林寶山，

1993），然而在以神學為生活中心的時代裡，人們普遍認為身心障礙者是遭受

到神明的懲罰，這個階段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充其量只有照顧收容與接納的

觀念而已，還談不上教育與訓練（陳政見，1992）。 

到了十八、十九世紀，受到「人生而平等」思想的影響，人們開始在隔

離式的教養機構，如住宿制的教養機構或特殊學校，提供身心障礙者教育和

訓練，盲、聾及智障開始有系統的教學（陳政見，1992）。 

而在歐洲興起的人權運動，帶動了美國 1950 年代興起的「公民運動」 
（civil rights movement），這項運動喚起人們對於自身權益的重視，同時也逐

漸擴及公立學校教育，使得少數種族因文化不利或其他因素被安置於特殊教

育系統下的情形受到關注，同時也影響到人們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態度和安置

方式的轉變，這些不均衡的情形備受爭議，而教育界也因此興起改革的浪潮

（Schulz & Carperter, 1995）。對於這些弱勢族群，設置特殊教育學校與教養

機構，提供身心障礙者教育與生活自理能力訓練，但是仍維持隔離式的教育

安置模式，同時在普通學校也出現隔離式的特殊班，主要安置智能障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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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困擾、學習障礙學生，而特殊教育學校或教養機構則以安置視覺障礙、聽

覺障礙、肢體障礙為主，並提供期生活及教育訓練（李慶輝，2005）。 

二、1960 年代去機構化之主張 

隨著 1948 年聯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即明白指出「人人生而自

由，在尊嚴和權利上一律平等」，強調人生而平等，開啟人們對於人權議題之

重視。受到美國公民運動與歐洲人群運動的影響，開始轉變人們對於身心障

礙者的想法、態度以及作法，及集中式的管理加以批評，認為機構式的安置，

反常態且抹煞身心障礙者在主流社會中生活的權利，因而需要將他們回歸到

正常生活的軌道（溫惠君，2001）。 

自 1950 年丹麥學者 Bank-Mikkelsen 提出「正常化原則」（normalization）
後，經由瑞典學者 Nirje 和美國學者 Wolfensberger 的倡導，強調身心障礙者

的「個別性」（individuality）和「公民權」（citizenship）。認為身心障礙者應

該儘可能與正常人一樣，擁有一個良好的教育和生活的環境，並享有自由的

權利和公平的機會（Hallahan & Kauffman, 1994）。 

由於 1950 年代以來，被安置在隔離、自足式的教養機構中的身心障礙

者，在教養機構中的生活，似乎並未獲得適當的照顧，多數的教養機構出現

非人道及非專業的照護；加上「正常化原則」（normalization）的提出，在這

兩項因素的影響之下，「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理念遂被提出，

開始推動將身心障礙兒童納入普通教育體系中。強調將過去教養機構照護的

模式轉化為社區照護模式，同時提供專業照護（Hobbs, 1965）。隨著教育上「反

隔離」的聲浪日趨壯大，許多人認為特殊學校、教養機構為落伍的教育安置

形態（郭為藩，1993）。 

三、1970 年代回歸主流之主張 

繼 1960 年代「正常化原則」（normalization）與「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
zation）的理念之後，歐美各國在 1970 年代開始出現「零拒絕」、「最少限制

環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簡稱 LRE）、「回歸主流」（mainstreaming）
等概念，並紛紛立法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各項權益。 

所謂「回歸主流」（mainstreaming）是讓身心障礙者重返普通教育的運動，

其主要的理由是基於倫理道德。「回歸主流」（mainstreaming）是身心障礙者

的基本權利，不能被剝奪，再者學者認為有效學習的過程比過度強調物理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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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學習重要，其精神是反對隔離、避免標記、安排正常化的學習環境       
（吳武典，1995；陳政見，2001）。 

而引發「回歸主流」（mainstreaming）運動的源頭，可追溯自 1968 年 Dunn
鑒於美國社會種族歧視之嚴重，以特殊教育為手段將社經不利、文化貧乏的

少數民族安置於特殊教育方案中造成不當的標記，更質疑特殊教育班級的績

效是否會比普通班級好，並認為身心障礙者可以在普通班級中學習。Kirk 也

指出隔離措施將學生標籤化的不當作法；鑑定工具、分類方式具有種族文化

偏見，不利於文化貧窮和少數民族（王振德，1987）。 

除了上述學者所提出的理念之外，「回歸主流」（mainstreaming）的理念

得以落實，與當時所提出的一些宣言和法案有關。聯合國於 1975 年提出「殘

障者權利宣言」，揭示殘障者「機會均等且全面參與」、「回歸主流社會的權

利」；在教育上，主要針對安置於特殊班的輕度障礙學生，要求將他們與普通

兒童一起安置在相同的教育環境(溫惠君，2001)。而在相關法案部份，以美

國在 1973 年提出的「復健法案」（The Rehabilitation Act，PL93-112）開啟這

一波特殊教育改革的立法風潮，在這項法案中明文規定不得以殘障為由，剝

奪身心障礙者參與活動或接受教育的權利，或是使身心障礙者蒙受歧視。其

後於 1975 年所公布的「障礙兒童教育法案」（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PL94-142），則將回歸主流運動推至高峰，此法揭櫫三大理念

為：零拒絕、個別化教育計劃及最少限制的環境。其中規定，身心障礙兒童

應於最少限制的環境下接受教育，並以「最少限制的環境」作為安置特殊域

需求兒童接受特殊教育的原則，同時重視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權益，並能在

統合的教育環境接受學習，強調提供免費且適性的教育(蔡明富，1998) 。在

這項法案中所提出的公立學校應提供最少限制之環境，使特殊教育需求兒童

得以和一般兒童在相同的環境中接受教育，同時促使各級學校紛紛成立資源

教室，以利提供特殊教育需求兒童在學習上所需之相關教育服務。並且讓過

去在隔離式教養機構中接受教育訓練的身心障礙兒童，得以進入公立學校就

讀，並且在社區中提供相關之支援服務措施，以利身心障礙者融入社區生活。 

四、1980 年代普通教育改革之主張 

1970 年以後，在立法的保障下，越來越多的特殊教育需求兒童進入一般

學校就讀，使得 1980 年代「回歸主流」（mainstreaming）成為公立學校普遍

的做法後，許多人認為回歸主流即是身心障礙學生最佳的安置選擇。但是，



 15

此時的回歸主流只是讓特殊教育需求兒童有機會接觸到一般兒童，在非學業

性活動上和一般學生一起活動，但是主要學科則分流教學，特殊教育需求學

生到資源教室接受特殊教育服務，這樣的教育模式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學生而

言，更易形成被標籤化的現象。 

Lewls 和 Doorlag（1987）認為，「回歸主流」（mainstreaming）指的是將

特殊教育需求學生與一般學生在社會化活動和班級教學活動中產生有意義的

互動。一般學生與身心障礙學生的統合主要是在非學業性的活動上（Lipsky & 
Gartner, 1994）。因此，所謂回歸主流或統合，指的是讓原先隔離在外的特殊

教育需求學生來適應普通班級的結構，回歸主流或統合的目的只是讓被排除

在普通教室外的學生再進入班級而已（吳淑美，1996）。除此之外，學者並對

特殊教育是否為普通教育的次系統（subsystem）提出質疑，認為特殊教育與

普通教育的這種二分的制度，不僅會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形成標籤（label），亦

會造成資源的重疊、浪費（Will, 1986；Stainback & Stainback, 1984；劉博允，

2000）。因為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分流並行，在教育經費的應用上造成更高的

支出，所以在這波檢討聲浪中出現「普通教育改革」（Regular Education 
Initative，簡稱 REI）的呼聲，主張推翻雙軌教育系統，強調將普通教育與特

殊教育合併，以提昇普通教育的品質，減少特殊教育需求的人數（Kauffman, 
1991）。Stainback 和 Stainback 認為所謂隔離但均等的二分法不應存在，在雙

軌系統的運作下已助長分類與標記學生，在這分類的過程中往往耗掉大量的

時間、經費、人力，卻少有教學上的價值，若要獲致最大的教育效果，教育

人員應集合所有資源並分享專業，雙軌制的教育系統卻無法產生這種合作的

關係（溫惠君，2001)。在「普通教育改革」（Regular Education Initative，簡

稱 REI）的運動中，學者們主張以普通教育為主，調整其課程內容與教學模

式，使課程及教學可以適應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的需要，讓特殊學生可以和一

般學生一起學習，同時也引發之後融合教育政策的推行。 

五、1990 年代融合教育之主張 

隨著「回歸主流」（mainstreaming）和「普通教育改革」（Regular Education 
Initative，簡稱REI）的推行，部份學者開始對這兩項改革運動進行檢討，並

提出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合而為一的理念，在普通教育體制下進行課程與教

學改革，讓特殊教育需求兒童得以在普通班級接受適性教育，使得1990年代

以後，融合教育逐漸成為世界特殊教育發展之趨勢（黃惠如、何立博，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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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年全美州政府教育委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Boards of 
Education；NASBE）出版的一篇報告中批評回歸主流所造成的問題：㈠對身

心障礙者的期望較低；㈡並未提供普通教師幫助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性服務；

㈢採抽離方案，身心障礙學生失去一些學習重要課程的機會。針對這些缺失，

該報告也提出建議：㈠建立一種信念和觀點，以支持教育所有的學生；㈡普

通教育與特殊教育人員間建立合作的夥伴關係，共同評估學生的學習需求；

㈢實施訓練方案，並發展有效的教學策略（鈕文英，2000）。 

回歸主流概念之所以逐漸被融合教育所取代的原因可歸納為下列四項

（Stainback, Stainback & Jackson, 1992）：㈠融合教育能正確清楚的瞭解所有

學生在班級中的需求，而非只是安排在回歸主流的環境當中。㈡統合教育行

不通是因為回歸到學校或是社會的主流環境中，鮮少提供教育性、物理性和

社會性幫助。㈢融合式教育注重建立一種符合每位學生的教育系統，強調學

校人員安排適應學生需求的環境。㈣經由融合教育的實施，使得教育者、家

長和學生發展共同支持學校學生的學習。 

在1980年對於回歸主流的作法加以反省後，聯合國為了激勵各國政府能

貫徹「機會均等與全面參與」的理念，特別在1993年會員大會中通過共22條
的「障礙者機會均等實施準則」（The  Standard  Rules  on  Equalizat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其中第六條說明了實施障礙者教育

機會均等的作法：「各國政府必須承諾，讓障礙兒童、青少年和成人能在融合

的環境下，接受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平等機會。」（王天苗，1999）。  

1994年有88個國家和25個國際組織在西班牙Salamanca召開的特殊需求

教育會議，同時發表了薩拉曼卡宣言：「具有融合取向的普通學校是對抗歧視

態度……達成對所有的人教育的有效方法……」（The Salamanca Statement，
1994）。這項宣言的主要精神就是要學校採取融合教育取向，對安置在普通班

的特殊需求學生提供合乎其所需的教育。此外，於1995年更名為「融合國際」

（Inclusion International）之「國際智障者協會聯盟」（International League of 
Societies for Persons with Mental Handicap）組織，在1995至1998年間以「每人

都享有教育權」（Education for All）與「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兩

大議題作為特殊教育倡導的重點。呼籲世界各國政府保障特殊兒童的教育權

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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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各界的呼籲之外，美國政府也於1990年修正「障礙者教育法案（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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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簡稱IDEA），其中，零拒絕、最少

限制環境（the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的理念，使原先被摒除在公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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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說是融合教育的重要里程碑（Stainback & Stainback, 1995；Wolpert, 1996；王

天苗等，1997；黎慧欣，1996；饒敏，1996）。 

基於薩拉曼卡宣言以及「融合國際」（Inclusion International）所提出的呼

籲，同時美國各項立法的推動，使得融合教育成為世界各國在特殊教育政策

上推展的目標，自1990年代初期所興起的融合教育，在這些呼籲與法案規範

中，漸漸的為世人重視，在教育實行上一般輕度障礙或是特殊需求學生，已

經可以以融合的方式接受普通教育，到了1990年代中期，為了讓融合可以更

為完整，部份學者開始提倡「完全融合」（full inclusion），企圖讓所有的人，

不分障礙類別及其障礙程度都可以在普通環境中一同生活與學習，而這項理

念也漸漸成為目前教育政策中重要的努力方向。 

綜合上述特殊教育之發展沿革，可以發現，身心障礙者在十八世紀以前他們

是被忽略的一群，隨著人權運動及人們對於身心障礙者態度的轉變，人們開始

接納他們，並且願意和他們一起生活，而整體特殊教育的發展，可以看出最大

的改變，即是身心障礙者被安置的方式，從拋棄、隔離，而後統合，以至於融

合。從過去到現在，融合教育可以說是一連串對於身心障礙者安置方式的反動，

現階段的特殊教育，除了關注到表面的安置方式之外，在學者、國際組織、各

國立法保障之下，教育機構開始以特殊教育需求者一辭取代過去殘障者、身心

障礙者等稱呼，以弭平對於身心障礙者可能的歧視。在這樣的稱呼之下，特殊

教育需求的學生將擴及其他非身心障礙，但需要特殊協助的學生，同時也積極

推動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之間的統合，期待在了解這兩者之間所存在的問題之

後，努力嘗試做一些調整，企圖使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可以和普通學生一起學

習，享有同樣的資源，並且提供滿足他們特殊需求的支援服務，讓特殊教育需

求學生得以融入現實社會。即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融合教育在特教育發展及

各國教育政策規劃上，仍為積極提供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有效學習與照護的主要

方針。我國也於1984年制訂特殊教育法，經1997年及2001年兩次修訂，除保障

身心障礙者的教育權益外，更將融合教育之精神融入條文中，作為特殊教育實

施之規準，以確保融合教育之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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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融合教育之意義 

融合教育是目前世界各國在特殊教育發展上的趨勢，當一個國家的教育，發

展到某種程度之後，身心障礙者的權益必定受到關注（教育部，1995）。有鑑於

此，世界各國無不致力於特殊教育之推展，從過去的摒棄到現今推行的融合教

育，整個發展歷程的目標是，讓身心障礙者享有與一般人相同的受教權。各國

政府為確保身心障礙者的受教權益，紛紛在相關之教育法規及政策中加以明文

規定，讓身心障礙者與普通大眾一樣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但是融合教育的意

涵為何？只要將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和普通學生安排在同一個教育環境，就可以

稱之為融合教育？還是有其他相關的限制？為了有明確的認識與瞭解融合教育

的意涵，遂將國內外學者對於融合教育之意涵所做的詮釋，加以歸納整理如下。  

由於融合教育是歐美各國最早提出的教育理念，所以在整理與歸納融合教育

意涵時，首先以國外學者對融合教育所做的定義加以陳述，並依提出的前後順

序排列。Rogers（1993）提出，融合教育乃透過教學技巧的改進及輔助工具的協

助，讓所有身心障礙學生都能融合於普通班中接受適當的教育。 

美國全國教育改造與融合研究中（National Center n Education Restructuring 
and Inclusion）（1994）研究指出，融合教育並非要刪除特殊教育服務，亦非為少

數學生之利益而犧牲其他學生；融合教育不是回歸主流的舊瓶新裝，亦非僅於

非學業性的活動上，而是在普通班級中提供教師與學生必要的支持服務，並協

助個別化的課程調整，以確保學生在課業學習、行為和社會能力的成功，使其

成為一個有貢獻且完全參與的社會份子（引自李慶輝，2005）。 

Smith（1995）認為融合教育具有以下四個基本內涵：㈠每一位小孩應在最

有利的環境下接受教育；㈡障礙學生的教育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職責；㈢

將障礙學生融合於學校的每一個層面，達到全面的融合；㈣在普通班級中，每

位學生都是平等且受人歡迎的。 

York和Tundidor（1995）將融合教育界定為：在普通教育系統中提供所有學

生教育需求的支持，包括能和鄰居及兄弟姊妹一同進入住家附近的學校，並安

排在適合其年齡應就讀之年級與班級中，由普通班教師與特教教師問採協同合

作，提供適性的個別化教學且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讓障礙學生得以在空

間、社會及教育方案上融入於普通教育環境中。 

Sailor、Gee和Karasoff （1996）指出融合教育是建立在以下六個原則上：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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零拒絕；⑵在自己家附近的學校受教育；⑶按自然比例安排特殊學生在普通班

級中；⑷在與自己年齡相近的班級受教育；⑸普通教育教師與特殊教育教師充

分合作；⑹教育服務是建立在暸解學生能力的長處，並從長處來進行教學。 

Meijer及其同事於1997年提出，融合教育是指在同一教育制度下，以不同的

教育方法，教育各種不同的學生。（引自林貴美，2000） 

Beninigh、Singer（1997）和Giangreco（1998）認為融合教育乃是將特殊需

求兒童和普通兒童安置在同一個學習環境中一起學習的方式，特別強調的是提

供一個正常化的教育環境，而不是隔離的環境，在普通班中提供所有的特殊教

育和相關服務措施，使特殊教育及普通教育合併為一個系統。 

Smith及其同事繼1995年所提出的定義後，在1998年又對融合教育提出下面

的看法，即融合教育是在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入學之初即安置在普通班級，然後

再提供適合個別需要的教育服務。 

Smith等學者於2000年提到融合教育時，又提出和1995年以及1998年時不同

的見解，就是讓具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在學校社區中能活潑的、受尊重的、

完全的參與其中，其差異性被正常的看待，使得融合教育的意含更為擴大。 

Mittler（2000）對融合教育的說法則是指，把「大家」視為一個整體，把所

有的兒童都聚在一起，讓他們一起學習、一起工作與遊戲。 

Praisner（2003）也認為：「融合」教育指的是將學生安置在普通教育情境，

以提升對身心障礙學生服務品質，並提供所有學生高品質的教育方案。 

隨著融合教育的理念在台灣逐漸展開，國內研究融合教育相關議題的學者，

也紛紛對融合教育下定義，茲以提出的時間先後加以陳述。吳武典（1995）認

為融合教育是因應一般班級中特殊學生的個別特殊教育需求，做不同的調適的

一種教育方式，與普通學生的課程設計是並重的。 

毛連塭、許素彬（1995）指出，融合教育是一個包含不同安置方式的學校，

這些教育安置能讓學生有安全感、被接受、被尊重，且能得到適當的協助以發

展其情意與智能，也就是說不同的人因其特殊需求有不同安置的選擇。 

 黎慧欣（1996）認為所謂融合教育，係指將特殊兒童安置於普通班級中，

將特殊教育服務措施移至普通班級中，換言之，普通兒童接受教育的場所，就

是特殊兒童接受教育之處，普通教師與特殊教育人員是一種合作的關係，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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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提供普通教育教師必要的支援。  

謝政隆（1998）將融合教育的意義歸納為以下幾點：⑴以融合的對象而言：

是班級中所有特殊需求的學生，而不限於具鑑定合格的特殊學生。⑵以實施型

態而言：特殊學生安置於普通班級中，必須提供特殊學生個別化的教育方案和

適性的教學活動。⑶以社會互動而言：教師必須指導全體學生社會性技能，促

使普通學生與特殊學生相互接納與互動。⑷以必要的協助而言：特殊教育和相

關協助應進入普通班級中，協助普通班教師解決特殊教育的問題，才能使特殊

學生在普通班中受益。⑸以相關人員而言：特殊教育人員、普通教育人員和相

關專業人員之間，是一種協同合作與責任分擔的關係。⑹以安置場所而言：融

合教育所指的「最少限制的環境」，乃是特殊學生住家附近學校的普通班級。 

吳昆壽（1998）認為融合教育是一種信念，其主要依據為讓所有學生有權在

居住的地區接受免費的公眾教育，學校必須完全接納特殊教育需求的兒童在普

通班級中接受教育；學校和家長必須一起為特殊教育需求兒童擬定個別教育計

畫（IEP），同時學校必須提供適當的學習機會，協助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完成

預期的學習目標。 

張翠娥（1999）認為融合教育是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安置於同一

班級中，一起接受教育，但是教師需要針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實施個別教育輔

導，並有特殊教師或相關支援人員介入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教育實施。 

劉博允（2000）指出融合教育，係主張將有障礙的學生安置於其住家附近學

校的普通班級中。普通班級必須提供相關的教育服務措施或支持系統，障礙學

生得以物理環境、社會及教育方案上融入於普通環境中。 

簡明建、邱金滿（2000）綜合國外學者論點，認為融合教育是將特殊學生安

置住家附近學校的普通班級中，與同年齡的普通學生一起上課，並提供教師與

學生必要的支援，其所根據的原則就是最少限制的環境。 

鈕文英（2000）指出：對融合教育的定義雖然在不同的學者間略有出入，但

都是強調身心障礙學生與一般學生的相似性，而不是差異性，強調提供身心障

學生一個正常化的教育環境。 

吳淑美（2001）提出融合指的是特殊生完全融入普通學校，成為普通班級中

的一份子，而融合教育是一種全部且完整內化的教育，具有全人教育、人本教

育及開放教育的特質，也是最民主、自由及平等的班級，不只為特殊學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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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正常的教育經驗，也衝擊普通班既有的生態及教學方式。 

林貴美（2001）在整理相關文獻後認為，學者間對於融合教育意義的看法，

與1998年舉行的聯合國的融合教育會議（lnclusive Educaion on the Agenda）中所

提出之： ㈠所有的兒童都有在一起學習的權利；㈡所有的兒童有在普通學校接

受教育的必要性；㈢不論障礙類別或學習困難的兒童，融合教育對他們和社會

都具有深遠的意義……等三點原則相呼應。 

胡永崇、蔡進昌、陳正專（2001）在歸納融合教育的相關文獻後認為，融合

教育的意義可以用八項原則來表示：⑴學生安置於普通班級之中，不作任何其

他形式的特殊教育安置。⑵不論學生的障礙類別或障礙程度，一律安置於普通

班。⑶安置於其所居住社區的學校之中。⑷一開始即不作抽離。⑸強調學生真

正的融入普通班級之中。⑹重視支持、協調與合作。⑺強調特殊兒童與普通兒

童雙方均獲益。⑻尊重個別差異、重視個別差異之因應。 

吳永怡、楊麗香（2002）指出，所謂融合教育乃不分障礙類別，將所有特殊

兒童安置於學區內與普通班學生同在一個學習環境學習，並且使其與非障礙同

儕一起上下學，由所有教育工作者共同負起職責，並透過教學技巧的改進及輔

助工具的協助及與同儕合作教學的方式，讓所有身心障礙學生都能融合於普通

班級中接受適當的教育。 

黃瑛綺（2002）根據學者對融合教育的定義，可歸納為融合教育即是身心障

礙兒童進入普通教育系統中，與普通學生一起接受教育；教師需調整課程與教

學，提供身心障礙者個別化的需求；特殊教師與普通班教師是共同合作的夥伴，

學校需提供最大的支持，而專業團隊儘可能進入教室中提供服務。 

王大延與蔡昆瀛（2002）就幼兒階段的融合教育之意涵而言，融合教育首重

將各種教育環境與過程上的限制加以排除，使特殊需求幼兒能接近各種社會資

源與教育資源，能夠參與各種活動。而這些限制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無形的；

有形者如物理環境的限制，譬如建築、教學場所等設施的障礙；無形者是人文

環境限制，譬如缺乏接納與尊重的心理態度，此外，尚可能存有課程的障礙與

教學的障礙，都不利於融合的實現；換言之，真正的融合不只是物理的融合（特

殊需求幼兒與一般幼兒共處一室），還包括社會的融合（相互接納）與教學的融

合（課程的彈性）。 

姚佩如（2003）綜合學者的見解對融合教育之定義為：在滿足學生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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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最少限制的環境等原則下，將身心障礙學生就近安置在住家附近學校的普通

班級中，並提供就讀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相關的教育服務措施及普通班教師必

要的支持，使身心障礙學生能順利的就學；它強調對人的尊重、改變環境所帶

來的障礙。融合的方式是將身心障礙學生和普通學生放在同一間教室一起學

習。它強調提供身心障礙兒童一正常化的教育環境，而非隔離的環境，在普通

班中提供所有的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措施，使特殊教育及普通教育合併為一個

系統，其要點為：⑴讓特殊兒童就讀普通班。⑵提供融合教育之普通班或學校

足夠且適宜的資源。⑶針對特殊學生提出個別化教育計畫。⑷讓普通學生與特

殊學生均蒙其利。 

李慶輝（2005）認為融合教育是依學區制精神，將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學生

安置於同一班級中，並依特殊教育法相關規定與精神，提供零拒絕、無歧視與

平等的教育。強調一個身心障礙兒童正常化的教育環境，而非隔離的環境。在

教與學的進行中，教師應照顧班級中的每一個學生，學生所需要之特殊教育服

務或支援系統應該帶進教室中，讓普通學生與特殊學生均蒙其利。  

綜觀上述學者對於融合教育所做之定義，其所關注的焦點，不外乎教育哲學

理念、教學環境之規劃、教育實施的對象、教學人員的訓練與支持、教學設計

及教材準備等面向，可以說融合教育不僅僅是一種教育理念，更是一種對於人

類基本權益的尊重，其中更明白指出，在普通班級中，若能在教學、教材、環

境等方面加以適當的調整，將有助於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的學習。因此歸納上述

學者對於融合教育所提出的定義，融合教育是讓具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兒童，不

分障礙類別及程度皆能在最少限制的環境中，和同年齡的普通兒童在其住家附

近之普通學校的普通班級中，一起接受教育，並且根據其個別的特殊教育需求，

由家長、教育專業人員及相關支援人員共同擬定適合其發展之個別化教育計畫

（IEP），並適當的調整課程內容與教學模式，同時將特殊教育服務系統帶入普

通教室中，提供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所需之支援服務，以達成有效的學習的一種

教育模式與安置措施。 

參、融合教育實施之模式 

依據國內外學者對於融合教育所下的定義，可以歸納出融合教育在實施上所

關注的焦點在於：實施的方式、安置的型態以及是否有適當的相關配套措施加

以配合。為了可以有效的評估融合教育的實施是否符合融合教育的理念，學者

對於融合教育提出實施的指標。美國學者 Smith（1996）首先提出九項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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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標：㈠每個學生屬於班上一份子。㈡為特殊學生提供個別化教育方案。㈢

尊重每個學生。㈣普通及特殊班教師充分合作，普通班及特殊班教師能合作計

畫教學。㈤足夠的行政資源，政策及支持系統。㈥學生完全參與及同儕合作學

習。㈦父母參與及態度支持。㈧有效教學，給特殊學生完整的課程，且儘可能

改編課程內容以便其能和班上普通孩子分享。㈨提供合適的評量方式，不因其

能力而減少學習的機會。（引自施孜姿，2001） 

吳淑美（1999）提出實施融合教育必須注意到：㈠課程與教學必須符合所有

學生的需要。㈡融合的理念須引導教學，需整個學校都能接受融合教育的理念。

㈢融合不是只要安置就好，每個學生的需求都應被顧及。㈣不斷的在職訓練。

㈤設立融合班前應考量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及支持系統，以提供學生所需的服

務。㈥融合只是一種選擇，除了融合應有其他安置的選擇。㈦普通班的調整必

須合理及符合經濟效益。㈧老師應有參與的意願而不是強迫參加。㈨融合模式

的設立及發展應由學校開始，而不是由上級訂出遵守的規則。 

林貴美（2000）提出融合教育的特質包括：㈠學校接受、包容不同的兒童。

㈡特殊兒童一開始即和其他同儕一起學習。㈢學生的障礙類別給予程度不予特

別分類。㈣學校沒有特殊班，但有提供特殊學習需要的特殊教室。㈤普通班教

師與特殊教師及專業團隊共同合作。㈥特殊兒童在班上能自然參與活動，真正

成為班上的一份子。㈦所有兒童都有彼此合作學習互動的機會。㈧尊重個別差

異，允許每個人有不同的作為與貢獻。㈨尊重個人，尊重每個人都享有自由與

平等的機會。㈩在班上有適應個別需要的 IEP，並確實執行。 

依據上述融合教育實施的指標及特質，融合教育的推行在實施方式、安置類

型以及相關的配套服務都至為重要，但是在融合教育的實際推行中，由於特殊

教育需求學生的需求不盡相同，若以身心障礙特質進入融合班級，也會因學生

的障礙類別、障礙程度的不同，相應產生不同的實施模式。以下將分別就安置

型態、實施模式以及相關知配合措施加以說明。 

一、安置型態 

根據邱上真（1999）和吳淑美（2001）所提出之融合教育實施方式可分

為社區式（inclusive community）與合作式（inclusive collaboration）兩種，分

別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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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社區式 

社區式之融合教育類型是指在普通班級中安置一至二名特殊學生，其

課程與教師以普通班為主，在社區式融合教育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學生

和普通學生比例較為懸殊，就一般常態而言，身心障礙者的人數在一般社

區中只佔少數，故社區式融合班級知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人數大約只有一、

二位而已（王淑霞，2001）。 

㈡合作式 

合作式之融合教育班級中，特殊生與普通學生之有固定之比率，如 1
比 2；1 比 3；1 比 5 等不同情形。班級中有普通教師及特教教師，其課程

與教學仍以普通班為主，但為符合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之需要，會對既有之

普通班課程適度之調整。 

二、實施模式 

從教師的觀點而言，融合教育除了在學習環境的安置上有不同類型之外，在

實施模式上，對於教師所扮演的角色、教學策略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實施模式，

分述如下： 

㈠就教師所扮演的角色而言 

美國全國教育改造與融合教育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Inclusion；NCERI）（1994）研究報告中指出，

依據教師在教學時所扮演的角色而言，融合教育的實施模式可分為以下五

種（引自蕭惟聰，2001）： 

⒈資源教師模式（resource teacher model） 

特殊教育教師主要工作是在特殊班或資源教室中提供服務，同時提

供普通班教師有關障礙學生教學或輔導的諮詢服務。 

⒉協同教學模式（co-teaching model） 

特殊教育教師扮演協同教學者的角色，協助普通教師進行教學與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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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小組教學模式（team model） 

特殊教育教師與一位或多位普通教育教師組成教學小組，共同負起

教室中所有學生的教育責任，包括教學與輔導。 

⒋協同教學諮詢模式（co-teaching consultant model） 

特殊教育教師主要工作是在特殊班或資源教室中提供教育服務，但

在一週中安排某些時段進入普通班級，進行協同教學。 

⒌平行教學模式 

特殊教育教師進入普通班教室，在教室的某一區對一組障礙學生進

行教學。 

㈡就教學策略而言 

美國全國教育改造與融合教育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Inclusion；NCERI）（1994）研究報告，除了

依據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將融合教育的實施模式分為五種類型之外，同時在

報告中也指出，依據教師教學策略而言，融合教育的實施模式可分為以下

六種（引自黎慧欣，1996）： 

⒈多能力水準教學（multi-level instruction） 

在相同課程內，進行不同類型的學習；如採用不同的教學方法；不

同的學習活動；接受不同的學習成果；接受學生以不同的方式展現其學

習成果及採用不同的評量課程等。 

⒉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採異質性分組，並強調小組合作。 

⒊活動本位的學習（activity-based learning） 

強調在自然情境中的學習機會和實際工作成果，不僅應參與班級的

活動，也鼓勵學生參加社區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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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精熟學習和成果本位的教學（mastery learning and outcomes based 
education） 

強調學生應學習的內容，並給予足夠的機會讓學生精熟教學內容，

同時也重視再學習、再教學，並配合學生的學習特質。  

⒌科技應用（technology） 

採用電腦輔助教學以配合學生個別的學習速度，如閱讀機、盲用電

腦打字機等科技產品的應用。 

⒍同儕指導和個別教學（peer support and tutoring programs） 

運用同儕指導特殊學生學習困難之處，並給予心理支持。(紐文英，

2000)  

依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的統計資料顯示，我國目前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安

置方式，採取多元安置的方式，同時依據學習階段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安置方式。

學前教育階段的安置方式包括：㈠自足式特教班；㈡分散式資源班；㈢巡迴輔

導班；㈣學前融合班；㈤在家教育；㈥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等六類。國小

階段以及國中階段的安置方式包括：㈠自足式特教班；㈡分散式資源班；㈢巡

迴輔導班；㈣在家教育；㈤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等五類。到了高中階段的

安置方式則包括：㈠高職特教班；㈡分散式資源班；㈢巡迴輔導班；㈣普通班

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等四類。而各階段也都有獨立的特殊學校進行特殊教育需求

學生安置的工作。而目前國內普遍存在的融合教育實施模式，係將身心障礙學

生安置在普通班，再由資源班提供特殊教育服務，大致上，在融合教育班級中

的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其身心障礙程度多屬於輕度或中度。而多數中重度身心障

礙學生，多半仍以特殊教育學校或特殊班級安置為主，僅少數地區或學校實施

融合教育的措施，例如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實驗性質的合作式融合教育班。臺北

市從八十七學年度也開始在公立小學附設幼稚園全面實施融合教育；臺北縣網

溪、厚德國小附設幼稚園也在八十八學年度實施社區式融合教育實驗，九十學

年度成州、文德國小附設幼稚園加入實驗（李慶輝，2005）。 

綜觀國內目前所實施的融合教育型態，多半集中在學前教育階段，且學前教

育階段有明確的學前融合班級的設置，國小階段的融合教育並沒有特別歸類為

融合教育班，多以安置於普通班為主，並且提供相關的特殊教育服務，或是以

抽離方式進行特殊教育服務，而明定為融合教育班級者，除了新竹教育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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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實驗班以及體制外學校（例如高雄縣田寮鄉的融合學校），仍只有部份縣市

之零星班級所針對個別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進行融合教育（例如屏東教育大學附

小普通班的自閉症個案）（引自李慶輝，2005）。  

肆、國內對於學齡前融合教育之相關研究 

自1995年教育部公布「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教育報告書」，將「零拒絕」以

及「融合教育」等理念納入我國特殊教育重要施政後，國內部份學者即積極推

動學齡前融合教育，包括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王天苗教授、新竹教育大學特教

系吳淑美教授、臺北市立教育大學許碧勳教授、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鈕文英教

授和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蘇雪玉教授等等學者，雖然學者們積極推動學齡

前融合教育理念與實行，但以介紹融合教育或是我國整體學齡前融合教育實施

情況的專書仍較為少見，多數的相關書籍都是以個案方式介紹融合教育，其內

容包括介紹融合教育的實施情形、教學策略的分享、或闡述其他國家的融合教

育制度與我國融合教育的比較為主。而在碩博士論文和期刊論文部份，國內則

有較多關於融合教育的論述。茲將關於學齡前融合教育相關的碩博士論文及期

刊論文，依研究對象分類，整理如下： 

一、期刊論文部份 

㈠以教師為主的相關研究 

透過「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影像系統」檢索，以「融合教育」為關鍵字進

行搜尋，共有一百八十九篇相關論文，其中以學前教育及教師為研究對象

者共計十五篇，包括鍾梅菁（2001）「學前教師融合教育專業知能之研究」、

鄭雅莉（2001）「Perceptions of Inclusion by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Parents 
in Taiwan」、鄭雅莉（2002）「Perceptions of Inclusion by ECE and ECSE 
Teachers in Taiwan」、鍾梅菁（2001）「學前教師困擾問題之研究―以融合

班教師為例」、王天苗（2003）「學前融合教育實施的問題和對策―以臺

北市國小附幼為例」、劉蔚萍（2003）「學前融合教育專業團隊巡迴輔導：

以高雄縣旗山區早期療育發展中心輔導模式為例」、賴翠媛（2003）「實

施融合教育的困難與普通班教師的因應策略」、劉嘉樺（2004）「紀登斯

（A. Giddens）構動理論與默會知識之初探―以學前融合教育教師的教學實

踐為例」、蔡昆瀛（2004）「教師行為對發展遲緩幼兒及一般幼兒之影響

效能研究」、鄒啟蓉（2004）「建構接納與支持的班級文化：學前融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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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促進普通與發展遲緩幼兒互動及人際關係之研究」、陳良青（2004）
「學前融合教育班教師所面臨的困難及因應之建議」、張翠娥（2005）「專

業人員巡迴輔導介入收托發展遲緩兒童托育機構實施成效探討―以高雄市

為例」、王碧霞（2005）「融合教育下學前教師壓力之調查研究」、柯秋

雪（2006）「談學前融合班級教師實施融合教育所面臨的困難及其支援系

統」、廖又儀（2007）「幼教師實施學前融合教育的困難與因應策略」等，

其研究之主要議題包括教師面對融合教育所遭遇的困境、態度、教師行為

以及因應策略等。 

㈡以幼兒為主的相關研究 

透過「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影像系統」檢索，以「融合教育」為關鍵字進

行搜尋，共有一百八十九篇相關論文，其中以學前教育及幼兒為研究對象

者計六篇，包括陳姿蓉（1998）「淺談學前身心障礙幼兒的融合與社交技

能」、鄒啟蓉（2001）「發展遲緩幼兒社會行為及相關問題研究」、王天

苗（2002）「發展遲緩幼兒在融合教育的環境裡的學習」、王佳莉（2004）
「早期介入與學前融合教育對幼兒社會適應之探討―以輕度智能障礙為

例」、甘蜀美、林鈜宇（2006）「特殊兒童學前融合方式實施成效與困難

之個案研究」、李淑玲（2006）「早期介入科技輔具與重度障礙幼兒的融

合教育」、利文鳳（2006）「學齡前聽障幼兒在融合班級中的學習特質與

需求」等，其研究主軸包括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社會互動、社會適應、輔

具介入的影響和學習特質等。 

其餘未條列出來的相關研究，皆非探討學齡前階段之融合教育，多為國

小、國中階段或是以特殊學校為例，同時其研究議題乃是針對融合教育的理

念、實施情形、教學策略、教材教法、經驗分享或其他國家實施情形為主，

如謝政隆（1998）「完全融合教育模式之源流與意義」、蔡明富（1998）「融

合教育及其對班級經營的啟示」、吳淑美（1999）「融合教育的實施與困境」、

蔡昆瀛（2000）「融合教育理念的剖析與省思」、張勝成（2001）「日本對

融合教育的研究動向」、柯平順（2002）「學前融合教育的理念與實務」、

黃文信（2002）「融合教育實施中之『家長參與』」、蘇燕華（2003）「融

合教育的理想與挑戰—國小普通班教師的經驗」等等。 

二、碩博士論文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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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以教師為主的相關研究 

透過「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檢索，以「融合教育」為關鍵字進行搜

尋，共有一百一十八篇相關論文，其中以學前教育及教師為研究對象者共

計二十一篇，包括鐘梅菁（2000）「學前教師實施融合教育之專業知能與

困擾問題研究」、李惠藺（2001）「特教班教師支援融合班教師之行動研

究─以臺北市立師院實小附設幼稚園為例」、林敬鯉（2001）「臺北縣、市

托兒所保育人員對收托身心障礙幼兒的態度及保育上的需求研究」、陳良

青（2003）「幼稚園教師實施融合教育態度之研究」、劉嘉樺（2003）「台

灣學前融合教育政策與實踐—以臺北縣市國小附幼為例」、鄭雅文（2003）
「學前教育機構執行融合教育之困境及因應策略探討-以高雄市為例」、李

靜曄（2004）「特教DIY--學前融合教育班級經營之行動研究」、林少雀（2004）
「實施融合教育教師態度、教學困擾與教師需求之研究─以臺北縣國中小附

設幼稚園為例」、林春梅（2004）「幼稚園教師對學前融合教育態度之研

究」、林鈺涵（2004）「宜蘭地區學前教師對融合教育中發展遲緩幼兒接

納態度之研究」、簡淑蓮（2004）「學前教師對實施融合教育態度及專業

知能需求之研究─以台東縣為例」、李秀珠（2005）「高雄市學前融合教育

班教師角色知覺與教學支援需求之研究」、曾瀞儀（2005）「學前融合班

級教師對自閉症幼兒特徵行為處理策略之研究」、白惠蘭（2006）「原住

民地區幼教師及教保人員融合教育理念與教學支援需求之研究」、洪美滿

（2006）「在學前融合教育下教師教學專業發展的改變─學前教師的個案研

究」、陳宜伶（2006）「學前融合班普幼教師實施個別化教育計畫融入教

學之協同行動研究」、陳秀珍（2006）「學前教育教師工作壓力與因應策

略—以普通班的融合教育為例」、游寶珠（2006）「臺中縣學前教師對園

所實施融合教育的態度及相關因素研究」、楊芳美（2006）「學前教師實

施融合教育態度與教學困擾之研究－以臺北縣雙和區為例」、劉文瑤（2006）
「公立幼稚園教師對融合教育的態度與實踐調查研究─以臺北縣為例」、呂

琳（2007）「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融合教育實施成效之研究─以臺北

市為例」等，主要以教師面對融合教育的實施所產生的困擾、教學策略、

以及教師的態度等為研究主軸。 

㈡以幼兒為主的相關研究 

透過「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檢索，以「融合教育」為關鍵字進行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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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共有一百一十八篇相關論文，其中以學前教育及幼兒為研究對象者共

計七篇，包括蔡淑玲（1997）「一位自閉症幼兒在融合教育政策實施下的

狀況」、洪馨徽（1999）「幼稚園融合班中幼兒社會互動之探討─一個學前

融合班的觀察」、鄒啟蓉（2000）「發展遲緩幼兒在融合教育環境中社會

行為表現研究」、蕭惠伶（2001）「融合教育下身心障礙幼兒社交技能與

社會地位之研究」、謝玉英（2002）「學前發展遲緩幼兒在融合教育中人

際關係之研究─一位『注意力缺失過動症』幼兒教育處遇的過程」、曾葆賢

（2004）「發展遲緩幼兒在融合教育學習區之同儕互動個案研究」、林錦

鴻（2005）「遊戲活動介入對增進發展遲緩幼兒粗大動作能力成效之研究」

等，研究的主軸以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社會適應與社會互動、以及在融合教

育環境下的適應情形等為主。 

其餘未條列出來的相關研究，皆非探討學齡前階段之融合教育，多為國

小、國中階段，少數為高中階段，或是以特殊學校為例，研究議題乃是針對

融合教育的理念、實施情形、教學策略、教材教法、經驗分享或其他國家實

施情形為主，如：蔡實（2002）「臺北市國民小學融合教育政策執行現況及

其相關配合措施研究」、劉江裕（2005）「中部地區國民小學融合教育教師

工作滿意度調查研究」、潘齡方（2006）「高中職身心障礙學生之教師支持

系統現況與需求研究」等。 

根據國內相關文獻顯示，對於融合教育的相關研究多以探究教師及家長對於

融合教育的意見、態度、學校行政支援學生適應、對於融合教育之認知、班級

經營為主，以及融合教育實施之困境包括教學及班級經營以及績效問題，且多

以量化研究為主。僅少數為質化研究。就研究對象而言，多以教師為主要研究

對象，且以教師對融合教育的態度、可能遭遇的困境、相關因應策略等為主軸，

在融合教育施行多年後，對於教室中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以及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的互動則較少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擬從教師經驗為

出發點，探討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特殊教育需求

幼兒與一般幼兒之間的互動，藉以探究學齡前融合教育的實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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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北縣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實施現況 

為了落實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在教育安置的服務，以確保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可

以享有與普通學生一樣的教育機會和權利，政府積極的推動相關法案的修法，

更訂定地方政府在特殊教育上應有的作為，依據中央及地方的相關規定，提供

特殊教育需求學生更為完善的教育服務。本節擬就國內中央在特殊教育的相關

措施加以探究，進而分析臺北縣現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的實施相關措施。 

壹、融合教育在台灣的發展 

受到人權運動及聯合國發表之「人權宣言」的影響，世界各國在特殊教育上

紛紛出現重大的轉變。自聯合國及融合國際等組織積極倡導融合教育的理念以

來，世界各國無不立法保障身心障礙者教育權益，使得身心障礙者可以接受更

完善的教育安置與服務。以美國而言，自 1973 年通過「復健法案」（The 
Rehabilitation Act，PL93-112）開啟對於身心障礙者權益的重視，繼之於 1975 年

提出「障礙兒童教育法案」（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
PL94-142），揭示「零拒絕」與「最少限制環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LRE）
等概念以來，讓過去被排除在公立學校體制特殊學生，得以進入公立學校與普

通學生一起學習與生活，開啟所謂「回歸主流」（mainstreaming）的特殊教育運

動，讓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得以進入普通班教室中學習，主要目的是要讓特殊教

育需求學生能夠學習適應未來的社會生活。至 1980 年代「普通教育改革運動」

（regular education initiative, REI）的興起，更將特殊教育帶入「融合」的階段，

在此時期人們開始將輕度、中度的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安置於普通班教室中，和

普通孩子一同學習。 

在台灣，雖早在 1984 年就已經完成「特殊教育法」的立法，並於民國 1987
年完成「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但是特殊教育真正受到重視，應始於民國 1995
年教育部所發表「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教育報告書」，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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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民國身心障礙

者教育報告書」所提出之理念，及參酌教育部於 1992 年進行的第二次全國特殊

兒童普查報告，於 1997 年修訂「特殊教育法」使其更能符應特殊教育的發展。

而學齡前特殊教育的發展則在 1997 年新修訂之「特殊教育法」第九條中，明白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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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賦予學齡前特殊教育更明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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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 

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的實施上，最早由 1986 年輔仁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附

設托兒所開始實施，將學前障礙幼兒和一般幼兒安置在同一個班級中進行學

習：吳淑美於 1989 年提出學齡前融合教育的實驗計畫，並於 1992 年將原本只

在學齡前實施之融合教育計畫延伸至國小階段。自 1997 年修訂「特殊教育法」，

並於 1998 年公布修訂之「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後，各縣市紛紛展開融合教育

相關的規劃，並逐步由學齡前階段開始推動融合教育，以期透過適性教育，讓

特殊教育需求的幼兒能及早接受相關教育服務，並有助於其日後的學習與適應

社會生活。同時也貫徹「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教育報告書」所指示之九大教育

理念，由學校、家長及其他相關支援服務一同努力，讓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能滿

足其學習需求，以達到最適發展。 

貳、中央政府之融合教育相關政策 

我國政府為能確保及落實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照顧，在相關學者及部會

的努力之下，訂定出特殊教育相關的法規並依據實際需要加以修訂；同時特殊

教育相關部會也積極的規劃學齡前融合教育相關實施辦法，並於政策及法規推

行後成立各項改革方案及教育工作計畫，並且積極補助各縣市辦理學齡前融合

教育相關資源，茲將中央政府相關的政策及作為分述如下： 

一、特殊教育相關法規 

特殊教育的推行，主要目的在於照顧身心障礙者，使其享有應有的權利，

以及保障其合法權益的行使，為了能夠落實這項理念，我國政府於 1980 年頒

布「殘障福利法」（於 1990 年、1995 年進行部份條文修正，1997 年修正名

稱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正全部條文，同時於同年四月修正部份條文，

之後於 2001 年及 2003 年分別修正部份條文）。並於第一條即開宗明義的宣

示立法精神：「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合法權益及生活，保障其公平參與社會

生活之機會，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規劃並推行各項扶助及福利措施，特制

定本法」。而第四條更明確的指出對於身心障礙者權益的保障：「身心障礙

者之人格及合法權益應受尊重與保障，除能證明其無勝任能力者外，不得單

獨以身心障礙為理由，拒絕其接受教育、應考、進用或予其他不公平之待遇」。

明確指出身心障礙者可依其意願選擇教育安置方式，而一般學校不得拒絕其

入學，視為「零拒絕」理念的落實。 



 33

為了讓特殊教育可以有更完善的規劃及明確的實施方向，我國政府於

1984 年制定公布「特殊教育法」，在特殊教育法第一條即明確指出「為使身

心障礙及資賦優異之國民，均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利，充分發展身心潛能，

培養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力，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有

關法律之規定。」使得特殊教育的主管機關有法源上的規範，並且明確指出

各項身心障礙定義及範圍，並且對於教育安置及修業年限等皆以法律訂定

之。為了因應時代的需要及教育政策的改革，「特殊教育法」中部份條文分

別在 1987 年以及 2001 年進行修正，同時於 2004 年增訂部份條文，以其能提

供特殊教育需求學生更完善的特殊教育措施。 

二、教育部公布之相關辦法 

繼「特殊教育法」公佈後，教育部於 1987 年依據「特殊教育法」相關規

定，制定公布「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其中第六條條文明確指出學前教育階

段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安置的原則：「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兒童，應以與普通

兒童一起就學為原則」，為學齡前特殊教育需求的幼兒，提供明確的安置原

則，使得在學前教育階段的學生可以在融合的環境中學習。而為了符合教育

制度及政策的調整，「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於 1988 年、1989 年、2002 年以

及 2003 年進行條文的修正，以符合當前教育政策。 

此外教育部為使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可以安置在普通學校，並且提供相關

的特殊教育支援，於是制定各項相關辦法並適時予以修正，茲將教育布制定

公布之相關辦法整理如下（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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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教育部頒布與融合教育相關辦法 

名稱與頒布日期 修正日期 相關條文 備註 

特殊教育設施及人員

設置標準（1999 年） 
1991 年、 
1999 年、 
2003 年、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第二條   
特殊教育設施之設置，應符合個別化、

社區化、無障礙、融合及現代化原則。 

原名為「特殊教

育設施設置標

準」（1987 年）

身心障礙教育專業團

隊設置與實施辦法

（1999 年）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

視學校規模及身心障礙學生之需求，以

任務編組方式，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

直轄市、縣（市）設置專業團隊。但置

有專（兼）任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之

特殊教育學校（班）應於校內設置專業

團隊。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得於校內設置專業

團隊，或由該管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協調

當地專業團隊提供相關專業服務。 

 

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提供普通學校輔導

特殊教育學生支援服

務辦法（1999 年） 

 第二條   
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依本法第十五

條結合特殊教育機構及專業人員，提供

普通學校輔導特殊教育學生有關評

量、教學及行政支援服務，其項目如

下： 
 一、評量支援服務包括學生之甄選、

鑑別及評估安置之適當性等。 
 二、教學支援服務包括課程、教材、

教學、教具、輔具、輔導及學習評量等。 
 三、行政支援服務包括設備、人員、

社區資源、評鑑、相關專業團隊運用及

特教知能研習等。 
第十條   
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辦理之特殊教

育推廣活動，應提供普通學校及特殊教

育學生家長所需之特殊教育知能與資

訊。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除了上述所列之相關法規外，在教育部於 1974 年頒布之「特殊兒童鑑定

及就學輔導標準」，以及 1992 年頒布之「語言障礙、身體病弱、性格異常、

行為異常、學習障礙暨多重障礙學生鑑定標準及就學輔導原則要點」等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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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中，均指出若障礙程度並不影響其正常生活，建議安排在一般學校的普

通班級。 

由上述相關法規中，即可明確的指出，我國在特殊教育的相關政策上，

乃以融合教育為主要方針，期待提供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和一般學生相同的教

育環境，並針對其特殊需求，提供相關支援協助，已達到適性教育及教育機

會均等之目標。 

三、教育部規劃及進行之改革方案及工作計畫 

政府為有效推動教育改革工作，於教育部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之

後，在 1994 成立「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該委員會於 1996 年提出「教

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揭櫫教育改革五大方向及八大改革之重點項目。教育

部融合「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之建議，及「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

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遠景」、「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教育報告書」、「中華民國原住

民教育報告書」等建議，並綜合「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及「教育改革總

體計畫綱要」，於 1998 年擬定「教育改革行動方案」，企圖整合行政院各相關

部會之力量，進行教育改革行動，並指出「教育改革之目標，在於結合國家

資源和全民力量，透過對當前教育問題的省思，及前瞻新世紀發展之趨勢，

建構現代化教育體制。期使多元化的制度、人本化的環境、科技化的設施、

生活化的課程、專業化的師資，提升學校教育水準；並連結正規教育、非正

規教育與非正式教育，形成全民終身學習的社會」。並提出「加強身心障礙學

生教育」的改革方案，此方案與融合教育相關之內涵包括： 

㈠建立特殊教育學生多元安置設施（執行期間：八十八至九十二年度） 

⒈落實回歸融合教育理念，促請省教育廳及北、高二市特教學校，在不

增加班級數之前題下，減少現有國中、小班級數，調整增設高職部。 

㈡強化特殊教育專業輔導功能（執行期間：八十八至九十二年度） 

⒈補助直轄市及各縣 (市)辦理教師研習，加強普通班教師特教專業知

能及特教專業輔導能力。 

㈢加強發現身心障礙兒童措施，提升身心障礙兒童發現率（執行期間：八

十八至九十二年度） 

⒈辦理特教教師及普通班教師鑑定專業知能研習。 

⒉加強辦理特殊教育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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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齡前教育階段而言，教育部（1998）提出「學前身心障礙幼童入學

年齡向下延伸實施方案」，希望可以落實「特殊教育法」。關於條文修訂後六

年內將就學安置年齡向下延伸置三歲的既定政策，此方案之具體目標為：㈠

至九十一學年度，達成學前身心障礙兒童入學年齡逐年向下延伸至三歲之目

標。㈡增加學前身心障礙教育安置設施，提供身心障礙幼兒早期療育服務。

㈢建立學前身心障礙幼兒通報系統，並與衛生、社政單位互相協調配合。㈣

實施學前身心障礙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加強轉銜服務。㈤培育充足之學前

特殊教育師資。並規劃自 1997 年起開始實施至 2003 年完成，其相關工作項

目及策略包括： 

㈠增加學前身心障礙教育安置設施 

⒈調查轄區內零歲至未滿六足歲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幼兒人數及分佈

情形。 

⒉依據調查資料規劃，至九十一學年度應設公立幼稚園特教班或國小學

前特教班計畫。 

⒊擬訂鼓勵轄區內私立幼稚園增班計畫。 

㈡提高學前身心障礙幼童入園率 

⒈加強宣導學前身心障礙幼童提早接受教育之重要性。 

⒉擬訂獎勵學前身心障礙幼童接受教育計畫。 

⒊實施身心障礙幼兒進入公立幼稚園免抽籤，採登記方式辦理。 

㈢建立學前身心障礙幼童通報系統 

⒈督導轄區內公私立幼稚園及學前特教班辦理學前身心障礙幼童通報

事宜。 

⒉舉辦學前身心障礙幼童通報系統作業研習。 

㈣加強學前疑似身心障礙幼童鑑定與安置 

⒈辦理一般幼稚園或學前特教班教師特教專業知能研習，加強對於疑似

身心障礙幼童之發現。 

⒉辦理對學前身心障礙幼童鑑定安置流程之講習。  

㈤加強學前特殊教育師資之培育 

⒈調查學前特殊教育師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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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協調師資培育機構開設相關學分班或學程。 

㈥規劃研究改進學前特教課程、教材、教法 

⒈委請學校或學前特教相關機構研究改進學前課程、教材、教法及教具。 

⒉辦理學前課程、教材、教法研習。 

基於上述相關改革計畫的執行方案，教育部積極補助各項相關研習之辦

理、政令宣導以及充實特殊教育相關教學資源，務使融合教育得以有效落實，

並且確實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教育權益。 

四、教育部對於地方政府推行學齡前融合教育之相關補助 

特殊教育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身心障礙國民，除依義務教育年限規定

辦理之外，並應向下延伸至三歲，於新修訂之特殊教育法公佈施行六年內逐

步完成。」此條文使得身心障礙幼兒可以及早獲得接受教育的機會，為落實

這項法律規定，教育部擬定各項補助措施，藉以協助普通幼稚園招收學齡前

身心障礙幼兒，茲將相關補助辦法表例如下（表 2-2-2）： 

表 2-2-2  教育部補助各縣市政府推行學前融合教育相關辦法 

補助措施及頒布日期 修正日期 目的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推動學前及國民教育

階段特殊教育工作實施要

點（2002 年） 

2003 年、

2004 年 
充實特教資源中心資源，推動身心障礙幼兒接受學

前特教、加強輔導在家教育學生、落實鑑輔會功能，

健全特教行政功能、提供特教相關專業及交通服

務，提昇特教教學品質。 
教育部補助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委託開設特教學

分班經費原則（2003 年） 

2004 年 教育部為鼓勵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委託開設特殊

教育專業知能學分班，俾便因地制宜提供各該地方

政府轄內現職特殊教育合格專任教師及特教學生就

讀之普通班教師進修與本職工作或專業發展有關之

特教知能。 
教育部改善無障礙校園環

境補助原則（2004 年） 
 為執行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促使各級學

校規劃學校整體環境，訂定分年逐步改善校園無障

礙環境計畫，由教育部部分補助所需經費，協助加

速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 
補助對象：各級學校及幼稚園，但不包括特殊教育

學校。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上述特殊教育的相關政策，教育部推動融合教育的實際作為，可以歸

納為下列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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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重視身心障礙幼兒的教育，透過對私立幼稚園及家長的經費補助，讓身

心障礙幼兒能夠接受幼兒教育。 

㈡舉辦特教專業知能研習，加強學前教師特教專業知能。 

㈢致力改善校園的環境，達到最小限制的環境，以利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可

以在普通班級接受教育。 

㈣加強一般教育人員及行政人員的特教研習，提昇其特教專業知能，以利

融合教育的推行。 

參、臺北縣政府實施學齡前融合教育相關政策 

「社會發展的希望在教育」，而「兒童是國家未來的主人翁」，培育未來主人

翁、奠定學習基礎的學前教育與國民教育，一直是臺北縣努力打造的希望工程，

而推動發展遲緩幼兒早期療育服務，是我國政府既定之兒童福利政策，同時也

是臺北縣施政重點工作之一。自 1998 年起臺北縣陸續推動「三年三百班」、「幼

兒教育券」等幼兒教育政策，展現出對幼兒教育的重視。2000 年成立幼教課，

積極辦理「發展遲緩兒童早期療育服務」與「學前特殊教育兒童專業輔導與轉

銜」等行政工作（臺北縣政府，2004）。依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的統計資料

顯示，一般學校學齡前教育階段，臺北縣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總人數由八十九學

年度三百六十九人，至九十五學年度已增加至一千五百三十一人，以九十五學

年度安置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幼兒有一千一百六十一人，由此數據可以

看出臺北縣在進行特殊教育宣導工作已展現部份成效，提昇國人對於特殊教育

的認知，也提供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早期發現並提供療育的機會。臺北縣致力於

弱勢族群照顧與特殊教育工作推展，使得臺北縣內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得已有機

會及早接受教育與學習。茲將臺北縣特殊教育相關規定、臺北縣學齡前融合教

育實施的內涵以及臺北縣推行學齡前融合教育之相關措施分別說明如下： 

一、臺北縣學齡前特殊教育相關法規 

依據特殊教育法相關規定，各級地方政府為落實融合教育的理念，紛紛

訂定相關法規，以利於融合教育的推行，臺北縣政府也積極投入相關立法，

茲將臺北縣政府公布之學齡前特殊教育相關法規整理如表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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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臺北縣學齡前特殊教育相關法規 

法規名稱及公布日期 目的 法源依據 

臺北縣政府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設

置要點（2000 年） 

臺北縣政府為辦理本縣所屬學前及中

小學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

安置及輔導事宜，依據規定，設置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

特殊教育法第十二條 

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第九條

臺北縣政府就讀普通班身

心障礙學生之安置與輔導

實施要點（2000 年） 

係針對就讀本縣所屬各級學校暨附設

幼稚園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 

㈠提供適性教育，充分發展潛能。 

㈡培養健全人格，增進生活、學習、

社會及職業之適應能力。 

特殊教育法第十四條 

臺北縣身心障礙學生申請

助理人員服務實施要點

（2000 年） 

臺北縣政府為使本縣身心障礙學生獲

得所需相關支援服務，降低學習及生

活上障礙，提昇學習效果，依據規定，

訂定本要點。 

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四條 

臺北縣政府身心障礙學生

獎助實施要點（2002 年） 
臺北縣政府為獎勵、補助本縣清寒或

優秀之身心障礙學生，協助其順利完

成學業，依據規定訂定「臺北縣政府

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實施要點」。 

特殊教育法第十九條 

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第六條

臺北縣身心障礙學生教育

輔助器材借用申請實施要

點（2002 年） 

為使身心障礙學生能藉由教育補助器

材協助，降低學生學習及生活上之障

礙，提升其學習成效，並因應身心障

礙學生所需教育補助器材項目個別差

異極性大，需因學生個別狀況及需要

而個別提供之實際考量依據相關規

定，訂定本借用申請實施要點。 

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四條 

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提供

普通學校輔導特殊教育學生

支援服務辦法第二條 

臺北縣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教

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

實施要點第七條 

臺北縣身心障礙及發展遲

緩幼生優先就讀公立幼稚

園及學前特教班實施要點

（2002 年） 

臺北縣政府為落實特殊教育向下延

伸，達到早期發現，早期療育之目的，

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上述法規皆包含學前教育之幼兒，由此可見臺北縣對於學齡前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之就學服務，提供相當完整的法源依據。 

二、臺北縣學齡前融合教育實施的內涵 

依據特殊教育法規定，臺北縣政府於 2000 年公布「臺北縣政府就讀普通

班身心障礙學生之安置與輔導實施要點」，其重要內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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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制定目的：  

⒈提供適性教育，充分發展潛能。 

⒉培養健全人格，增進生活、學習、社會及職業之適應能力。 

㈡適用對象： 

經臺北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核定或領有身心障礙

手冊，而部分時間或全部時間就讀各校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 

㈢安置原則： 

⒈依身心障礙學生學習狀況，協助其與一般學生有最大可能之共同學

習機會，及參與校內外各項活動。 

⒉身心障礙學生障礙狀況如有明顯改變或安置有不適當情形時，經學

校召開個案輔導會議重新檢討，且經家長同意後，可安置至其它普

通班。如須安置至特教班，須依臺北縣身心障礙學生安置流程，提

報鑑輔會處理。鑑輔會處理前，學校得依個案輔導會議結論暫行安

置原班或其它普通班，或經臺北縣鑑定小組二人以上鑑定同意後，

可暫時安置至特教班。 

⒊各教育階段（含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新生入學，經提出證

明後，可免參與常態編班抽籤，並應協助安排至適當教師之班級。 

㈣學生輔導原則： 

⒈成立專業團隊或尋求校外專業團隊的支持，提供身心障礙學生之普

通班教師諮詢服務或合作教學，協助學生獲得個別化學習輔導。 

⒉成立專業團隊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學習與生活輔導。 

㈤成績評量： 

⒈考核內容：應依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之學習內容而定。 

⒉考核方式：特殊教育教師或資源小組教師應紀錄學生平時學習之狀

況，並進行平時或定期成績考核，其結果作為學生原班該科之成績。 

㈥各教育階段（含學前教育階段），普通班每安置身心障礙學生一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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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減該班人數一至三人，實際減少人數應依學生學習、生活適應及情緒

等實際情況，經學校召開個案輔導會議決定之。 

㈦為增進身心障礙學生與一般學生共同學習之機會，應優先辦理下列各項

措施： 

⒈提供適合身心障礙學生生活與學習之無障礙校園環境。 

⒉特殊教育教師應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或生活輔導，並提供普通班教

師各項特殊教育之諮詢或合作教學服務。 

⒊學校相關處室行政人員應協調校內外特殊教育教師、普通教育教師或

相關專業人員人力資源，協助提供普通班教師諮詢服務或身心障礙

學生學習輔導。 

⒋各校行政人員、普通班教師及其他相關人員應接受在職特殊教育研習

或進修。 

⒌各校得安排普通班師生與特殊教育學校（班）師生互訪、交流或教學

觀摩等活動。 

⒍辦理全校師生認識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宣導活動。 

⒎邀請社區人士或家長擔任志工，協助班級教學或推展其他相關活動。 

三、臺北縣推行學齡前融合教育之相關措施 

為了積極推行學齡前融合教育政策，臺北縣政府積極訂定各項實施

計畫以及相關辦法，同時為提昇學前教師特教專業知能，更舉辦特教知

能研習以及鑑定人員研習，並且積極成立相關專業團隊以提供學前教師

諮詢與支援服務。茲將上述各項相關措施分述如下： 

㈠訂定相關推行計畫 

 臺北縣依據「特殊教育法」以及「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之相關規

定，於 1999 年通過「臺北縣試辦國民教育階段普通班身心障礙特殊教育

學生融合式特殊教育服務實施計畫」。網溪、厚德國小附設幼稚園於八十

八學年度實施「社區式融合教育實驗」，開啟臺北縣公立幼稚園實施融合

教育之先河。九十學年成州、文德國小附設幼稚園加入實驗，採「完全融

合」模式，在普通環境中特殊幼兒完全融入所有教學活動中（臺北縣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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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幼小銜接―融合教育實驗計劃）。九十二學年度縣內的十所國小附幼―
國光、網溪、秀山、豐年、裕民、厚德、彭福、北新、鄧公、忠義等園小

附幼也加入推行融合教育實驗計劃（引自劉嘉樺，2004），另依據臺北縣

府於 2002 年公告之「臺北縣身心障礙及發展遲緩幼生優先就讀公立幼稚

園及學前特教班實施要點」之規定，各公立幼稚園每班應優先招收具有身

心障礙手冊之身心障礙幼兒一至三人進行融合教育。 

 ㈡訂定相關推行辦法 

根據特殊教育法規定，制訂相關實施要點以利特殊教育之推展，融合

教育之落實，相關實施要點如下：  

依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第十條規定制訂「臺北縣政府特殊教育行政支

援系統聯繫及運作方式實施要點」，旨在結合教育有關單位及組織，以建

立完整之特殊教育行政支援系統，並規範支援系統聯繫及運作；依特殊教

育法第十四條規定制訂「臺北縣各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資源小組設置

要點」，主要內涵為使就讀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得到適當之安置與輔

導，協助各類身心障礙或學習有嚴重困難之學生，在常態學習環中接受補

救性之個別化教學與輔導；依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制訂「臺北縣提

供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實施要點」，目的為使就讀

臺北縣國民教育階段之公私立中小學及各公私立幼稚園之身心障礙學

生，均能依據其個別學習需要，獲得必要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  

㈢辦理相關教師研習 

為提昇普通班教師對於特殊教育之專業知能，臺北縣政府依據教育部

八十八年度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重點工作會議，於八十八學年度暑期辦

理系列特殊教育研習，包括教師個別化教育計劃研習、自閉症種子教師專

業研習、聽障學生教學與輔導知能研習、國小資源班教師職前講習、特教

行玫人員特教知能研習、辦理視障學生家長座談（臺北縣政府，1999），
研習對象包括普通班教師、資源班教師、行政人員、學生家長，之後每年

均辨理特教相關研習。同時為加強學前教師對於身心障礙幼兒的早期發

現，臺北縣政府於九十學年度開始辦理「臺北縣學前特殊教育鑑定教師專

業知能培訓研習實施計畫」，此項研習對象為⒈學前特教班教師尚未受訓

者務必參加。⒉校內尚無鑑定人員之公立幼稚園教師，請務必推派至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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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參加。⒊對學前特殊需求幼兒能力評估與課程教學有高度熱忱且願意擔

任本縣學前幼兒能力評估鑑定工作之公私立幼稚園教師（不含代課教

師）。⒋公立托兒所教保人員（不含助理保育員）。其目的在於：⒈培養鑑

定教師評估工具使用及分析技能。⒉增進鑑定教師個案實作與報告撰寫能

力。⒊加強鑑定教師鑑定作業實施相關知能。⒋提昇鑑定教師有效地親師

訪談及相關資料之蒐集。至九十五學年度已開辦六期，期望透過上述相關

特殊教育研習，充實教師特教專業知能，以利學齡前融合教育之推行。  

綜合上述的資料，臺北縣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的推行上，可歸納出下列幾項特

點： 

一、建立完整支持系統 

自 1987 年特殊教育法修訂公佈之後，臺北縣政府積極依據「特殊教育

法」、「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訂定各項配合措施以及實施要點，並於 1999
年起逐年公布特殊教育相關之工作要點，提供普通學校安置特殊教育需求學

生相關支援服務，為了讓普通學校能順利推動特殊教育，並積極撰寫「特殊

教育行政手冊」與「學前特殊教育行政工作手冊」，將推行特殊教育常見的問

題加以彙整，提供學校行事依據，進而提昇特殊教育工作品質。 

二、鼓勵家長及社區人士參與  

臺北縣重視家長及社區人士的力量，希望能透過家長及社區人士的參

與，納入資源小組協助各類身心障礙或學習有嚴重困難之學生，提供在常態

學習環境中生活輔助、補救性之個別化教學與輔導，以激發學生學習能力，

使學生能適應普通班的教學。  

三、提供適合身心障礙學生生活與學習之無障礙校園環境  

為增進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學生有最大可能之共同學習機會，參與校內

外各項活動，學校必須提供無障礙校園環境。臺北縣政府除依據「教育部改

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補助原則」提供各校環境改善之補助外，並配合「身心障

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實施要點」之實施，對身心障礙學生均

能依據其個別學習需要，提供其所需之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服務，以達到「最

小限制的環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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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生同儕互動的方式與內容 

人與人之間為了溝通及傳遞訊息，往往需要透過一些方式進行交流，而這交

流的過程，就是一種互動的表現，唯有雙方確實進行互動，也才能過達成溝通。

在學齡前的幼兒，必須學習並發展出與人溝通的能力，才能夠適應未來的生活，

「互動」在幼兒時期就顯得更為重要。在幼兒早期可以提供幼兒豐富的互動情

境，則以學前教育機構為主，這些在教室內的互動研究，早於1950 至1960 年
代就已非常普遍，當時的研究的焦點主要在教室中師生互動情況。近年來由於

教育改革聲浪不斷，教育所關心的焦點也由過去以教材或是教師為中心，逐漸

轉變為對學生的重視，而在學前教育階段也受到這些理念的影響，開始轉變為

以幼兒為中心的教學，所以幼兒之間的互動情況開始成為研究的焦點。本節擬

就同儕互動的意義、模式和相關理論，及學齡前融合教育班學生同儕互動相關

文獻進行探討。 

壹、同儕互動的意義 

在探討同儕互動的意義之前，首先將「同儕」及「互動」兩個詞彙分別加以

說明，之後在針對同儕互動的意義進行陳述。 

Stantrock（1998）與 Steinderg（1999）對同儕所下的定義為，同儕就是年齡

相近，相似學習階段的他人，也是相同成熟水準的人（引自黃德祥，2001）。謝

美英（1998）在其研究表示，同儕是彼此分享互相熟悉的價值、經驗與生活、

風格且年齡相近的人，在學校指的是同學，在社區指的是玩伴、朋友。綜合上

述學者對同儕的定義可歸納出，所謂同儕就是指相近年齡或同一學習階段，相

互之間可以分享經驗、擁有相近的價值觀及生活經驗的一群人。在學齡前階段

就讀幼稚園的幼兒，其同儕即是指在同一班級中的幼兒或是其住家附近的玩

伴。本研究所指的同儕僅就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的幼兒而言。 

所謂「互動」是指兩個人或兩個人以上彼此接觸一段時間，透過語言、符號、

手勢及其他溝通方式，彼此影響而產生行為改變（黃政傑，1977）。Cavell（1990）
和McConnell & Odom（1999）從認知的觀點分析互動，認為互動是指人與人之

間的互動外，還重視其個體在互動時的內在運作，主要包括社交與認知技能。

張春興（1995）從人類行為的觀點對互動提出相關見解，認為互動乃指人際間

的交感互動關係，亦即強調人與人之間的刺激與反應之連結，同時，亦強調互

動係由不同的行為所組成，如：語言及非語言行為等。本研究所指的互動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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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幼兒之間行為表現上的互動為觀察重點。 

就同儕互動的意義而言，Roeyers（1996）認為相同的同儕互動（reciprocal peer 
interactions）是社會化能力的一部份，同儕互動發生在當兒童改變與他人的社會

互動時，他們的行為在這個關係中彼此支持，而且彼此的行為變得相像。Kamps、
Barbetta、Leonard、和 Delquadri（1994）在研究中將同儕互動定義為由主動

（initiations）與回應（response）行為引發的相互的社會行為。「主動」是企圖

引發他人回應的動作或語言（包括分享、協助、碰觸）；「回應」為連結主動行

為的一種動作或語言。曾葆賢（2004）認為同儕互動的意義為個體與兩個或以

上的同儕間，進行交感互動關係，其關係涉及個人的認知、情感、技能與表現，

並以語言和非語言行為加以詮釋之，繼以產生交互作用並相互影響之過程。而

葉琬婷（2004）在其研究中將同儕互動定義為同儕在互動過程中產生的主動、

回應與維持互動的行為，以及影響同儕互動的關鍵技能。其中，「主動行為」包

括分享玩具、請求協助、要求借玩具、觸碰與接近；「回應行為」包括以口語或

行動回應他人問話與要求；「維持互動」則指問答來往兩次以上的主動與回應行

為。 

綜合上述對於同儕互動的相關定義，本研究中所稱之同儕互動，即指在學齡

前融合教育班級中，一般幼兒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活動中透過語言及非語言

的方式，傳遞訊息並獲得回應之相互影響的過程。 

貳、同儕互動行為的模式 

以兒童成長的過程而言，影響其行為發展的因素除了父母所給予的影響之

外，同儕之間的互動可說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學齡前階段的同儕互動提供幼

兒有別於和父母或其他成人互動的經驗。根據心理學家的研究顯示，兒童可藉

由同儕之間的互動學習到許多社會技巧、學習人際關係、形成自我概念、建立

自尊、獲得安全感等，而同儕互動在學齡前階段就已經開始，同時其互動的內

容也具有相當的複雜性。 

為了讓同儕互動的相關研究更為具體，學者們即針對同儕互動的進行分析並

提出可能的行為模式。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行為模式，即是將同儕互動的行為

可分為「正向」與「負向」，又或被稱為「利社會」及「不利社會」之行為模

式。此項同儕互動行為模式的研究，可追溯至1967年，Hartup、Glazer和
Charlesworth將同儕互動分為「正向」（positive）行為及「負向」（negative）



 46

行為，以記錄頻率及計算分數的方式，來測量托育所的幼兒在教室中的同儕互

動，以及比較在接受社交教學後的同儕互動情況。其正向行為包括：注意與贊

成（giving attention and approval）、同情與接納（givingaffection and personal 
acceptance）、服從（submitting to another’s wishes），以及分享（giving things to 
another）；而負向行為則包括不服從（noncompliance）、擾亂（interference）、

毀壞（derogation）和攻擊（attack）（Gottman, Gonso & Rasmussen, 1975）。此

種同儕互動的行為分類及研究方法，成為往後許多相關研究的重要依據（引自

曾葆賢，2004）。 

近年來，以頻率及計分方式所進行的研究分析逐漸受到質疑。對於過去的研

究方法，McFall（1982）和Hops（1983）指出，有關幼兒的社交研究應考量幼

兒的行為在當時情境下對社會之衝突，提倡在實地場合觀察幼兒的互動行為，

並考量其它影響幼兒行為的因素。由於對過去的研究方法產生執意，所以在自

然環境中觀察幼兒與同儕間互動的方法，即成為目前廣為使用於幼兒同儕互動

研究之法（McConnell & Odom, 1999）。雖然Hartup、Glazer和Charlesworth所使

用的頻率及計分研究方法受質疑，但其互動行為類型之分類，仍是目前互動行

為研究的基本行為分類。Newcomb、Bukowski和Pattee（1993）曾針對過去四十

一篇同儕互動的相關研究進行後設分析研究，發現此類研究共使用了348 個變

項，可歸納成四大要素：⑴「攻擊」（aggression）（佔18.6%）、⑵「退縮」（withdrawal）
（佔16.3%）、⑶「社交能力」（sociability）（佔59.9%）及⑷「認知」（cognitive）
（佔5.5%）；其餘3.2%則無法歸類。「攻擊」包括干擾、身體的攻擊、負向情

緒及混合攻擊等。「退縮」包括寂寞、憂鬱、焦慮、混合退縮等。「社交能力」

包括社會互動、溝通技巧、問題解決、正向社會行為、友好關係、成人間互動

及混合社交能力。「認知能力」係學生的智能及對工作之認知（引自曾葆賢，

2004）。 

綜合國外及國內的近代相關研究，如：Cutts和Sigafoos（2001）、Ladd和Profilet
（1996）、O’Gorman Hughes和Carter（2002）、田育芬（1987）、洪馨徽（2000），

以及羅翠菊（2003）等，將同儕互動的行為反應分為語言、身體及非語言等溝

通方式。「語言」係指透過個體的發聲系統，發出單音、字詞或句子以表達意

思；「身體」係指與其他同儕有身體的直接接觸，或以物品為中介物的間接接

觸方式；「非語言」係指個體不以身體直接接觸之有距離方式，運用各種方式，

包括以表情、手勢、接觸和肢體動作達到與對方溝通的目的。另有學者將互動

類型分為正向、中性及負向三向度（Haskett & Kistner,1991；Ladd & Profile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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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淑惠，1995；施顯烇，1998；陳幗眉、洪福財，2002，曾葆賢，2004）茲分

述如下： 

一、「正向」係指利社會行為，是一種友善的行為，主要特徵有二，一為「自

願付出」係指完全出於自願地付予友善的行為；另一為「內部鼓勵性」

係指付出友善行為的人係為他人而不是自己的利益。正向行為有利於建

立良好且愉悅的同儕關係，其具體表現包括：分享（與他人分享、要求

他人分享）、協助（協助他人、請求他人協助）、合作、表示關切、讚

美他人、表達友好、聽從指示、接受他人邀請、提供建議以及勸喻等    
（曾葆賢，2004）。 

二、「中性」係指無特別影響之社會行為，對建立同儕關係並無影響，例如：

接受、傳達物件或訊息等，其具體表現為：提出問題、回應問題、傳遞

物件以及呼叫同儕等（曾葆賢，2004）。 

三、「負向」係指不利社會行為，此行為表現在處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事

務時，會以個人利益為優先考量，甚至剝奪他人的利益，以達到目的，

所以，負向行為可能會違反道德標準，甚至會傷害他人。同時負向行為

也有礙建立良好且愉悅的同儕關係，其具體表現包括：干擾、衝突、命

令、嘲諷、搶奪、不理會他人以及責罵等（曾葆賢，2004）。 

綜合上述學者對於同儕互動行為的分類，本研究將同儕互動行為反應中「身

體」與「非語言」的部份整合為「非口語」互動行為，而不再細分為兩類，同

時結合「正向」、「中性」以及「負向」行為類型，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

一般幼兒之間的互動情形加以說明。 

參、同儕互動相關理論 

根據心理學與社會學相關的研究發現，許多理論都對同儕互動的部份有相當

的著墨，包括「場地論」、「情境發展論」、「認知發展論」、「社會學習論」、

「社會認知論」及「社會交換論」、「需求層次理論」等，茲分述如下：  

一、場地論 

Lewin在1936 年提出場地論（Field theory），強調環境在心理學的重要

性，並以幾何學圖示來描述人與環境間的關係，提出B=f（P，E）（B 代表

行為；P 代表個人；E 代表環境）的公式。他認為個人與環境是構成個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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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原素，是將人的內在和外在事實的結合。所以，幼兒的互動不僅是個人

行為的表現，同時還包括人與環境間的相互作用。 

二、情境發展論 

Lerner的情境發展論（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強調人的發展係經由

個體與情境中其他個體的互動而成。環境能影響幼兒，幼兒同時也能影響環

境，所以環境與幼兒的互動會時常有所改變，兩者的關係又稱為「雙向」

（bidirectional）的關係，而幼兒同時扮演生態與發展中的製造者與結果。 

三、認知發展論 

Piaget的認知發展論在幼兒學習中有三項重點。㈠社會知識（social 
knowledge），係指幼兒經由與他人的互動瞭解社會。㈡對物體的生理知識

（physical knowledge），係指幼兒經由觀察瞭解物體。㈢推理―數學知識

（logico-mathematical knowledge），係指幼兒能瞭解各概念間的關係。Piaget 
並從上述學習模式中，指出幼兒透過與他人的互動，獲得、瞭解並組織他的

知識與概念。 

四、社會學習論 

Bandura的社會學習論主張兒童可以藉由觀察楷模的行為，從而模仿學

習，幼兒會選擇楷模作為模仿的對象，而其中所謂的楷模則包括父母親、同

學、鄰家哥哥、老師、明星等，透過「認同」，讓幼兒相信他們與楷模具有

共同的特點。所以，在學齡前的教育機構中，除了老師是幼兒學習模仿的對

象之外，幼兒之間也會透過互動的方式，相互模仿、學習。 

五、社會認知論 

Vygotsky的社會認知論認為幼兒的發展都是藉由社會互動而來的，而兒

童早期發展技能多是以遊戲為主要型態。經由與周遭人、事、物之間的互動

而產生行為模式。其相關概念包括有可能發展區（ZPD）和鷹架理論，強調

兒童的表現能力和可能能力之間有落差，這些落差可以透過有能力的同儕或

成人是協助而達到最大的發展。 

六、社會交換論 

此理論以經濟學的觀點來解釋非經濟性的社會現象，以社會贊同為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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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代表人物有Thibaut和Kelley，他們認為社會互動是社會贊同的交換，基

於利益交換原則，是人與人之間在交換過程中對利潤和成本加以取捨運用。

此看法可從單一的互動延伸至雙向的互動上，進而擴展至建立同儕關係之

上：假如關係的建立在持續一段時間後，淨利（報酬減代價）低於某一水準，

將對此關係感到不滿；若淨利高於水準時，則會對此互動模式感到滿意。幼

兒與他人的互動也是一種社會的交換模式，在這個交換的過程中，幼兒學習

如何正確地表達及表現自己的情緒，同時習得社會規範與技巧。 

七、需求層次理論 

Maslow的需求層次理論談到人有七個需求層次，其中愛與隸屬的需求，

就強調人必須有歸屬感，而良好的同儕關係就是建立歸屬感的來源，因此同

儕之間的互動將影響同儕之間的關係，同時也影響人們的心理需求。因此在

幼年時如果能透過良好的同儕互動建立良好同儕關係，將有助於個體成人之

後的發展，以及適應社會。 

綜合上述有關同儕互動理論，「場地論」重視人與環境間的相互作用對幼兒

的影響；「情境發展論」重視個體與情境中其他個體的雙向互動；「認知發展

論」強調透過與他人的互動，來組織幼兒的認知架構；「社會學習論」注重透

過觀察與模仿的歷程而習得知識；「社會認知論」著重與周遭人、事、物之間

的互動而產生行為模式，從而獲得知識；「社會交換論」指出經由社會交換的

模式，習得社會規範、技巧及情緒表達；「需求層次理論」則強調透過人與人

之間的接納與包容，能增進個人適應社會的能力。以上七種理論皆贊同幼兒能

經由同儕互動而獲得知識，並且促進能力之發展。 

肆、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學生同儕互動相關研究 

以學習者為研究對象是近年來教育研究的一項重要改變，因此針對學生同儕

互動的研究，透過「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影像系統」檢索，以「同儕互動」為關

鍵字進行搜尋，共有十七篇相關論文，其中以學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同儕互

動為研究主軸之論文，僅高令秋（2000）「學前聽覺障礙兒童同儕互動能力之

探討」一篇，其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學前聽障幼兒與一般幼兒之間的同儕互動

情形，並探究其發生困難的原因及思考協助的方法。在研究中指出聽障幼兒在

同儕互動中較為孤立、被動，而影響同儕互動的相關因素依據不同類別的學生

可歸納出，一般幼兒可能因為沒有接受過與聽障幼兒溝通的技巧訓練或動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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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加上聽障幼兒在聽力程度、溝通能力、互動機會以及社會技巧上的不足，

而導致兩者之間出現溝通不良的情形，相對的也減少了互動的可能。 

若以同一系統，改以「融合教育」為關鍵字進行檢索，則以學齡前教育階段

之學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同儕互動為研究主軸者，僅王天苗（2002）「發展遲

緩幼兒在融合教育的環境裏的學習」一篇，對一所臺北市立幼稚園以參與觀察

的方式進行之質性研究中發現，融合教育班級中之發展遲緩幼兒，在和一般幼

兒一同學習的情境中，因為有一般幼兒作為學習楷模，因此在語言及社會互動

能力上有顯著的進步。 

若以碩博士論文而言，透過「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檢索，以「同儕互動」

為關鍵字進行搜尋，共有六十六篇相關論文，其中以學前融合教育班級之同儕

互動為研究主題者，僅曾葆賢（2004）「發展遲緩幼兒在融合教育學習區之同

儕互動個案研究」一篇，透過軼事紀錄觀察及晤談，兼採質化與量化研究方法，

探討發展遲緩幼兒在學習區中同儕互動的情形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發現在同儕

互動的部份，發展遲緩幼兒出現正向互動行為、合併口語及非口語之互動形式

和出現主動性互動行為的次數較多，而影響互動的因素則包括環境、同儕、教

師以及個案本身的因素，而就個案成長的部份，發現研究對象在口語、適當行

為、遊戲、數數與互動策略等方面的能力皆有進步，尤其口語能力進步最為顯

著。此外關於發展遲緩幼兒的主動性互動之動機，多以滿足自己的慾望和需求

為主，較少是基於表現關懷或報復而為。 

若以同一系統，改以「融合教育」為關鍵字進行搜尋，共有一百一十八論文，

其中以學前融合教育班級之同儕互動為研究主題者，僅有蔡淑玲（1997）「一位

自閉症幼兒在融合教育政策實施下的狀況」一篇，透過觀察、訪談以及文件檔

案資料等方式進行質性研究，探討自閉症幼兒和老師及同儕的相處情形，結果

發現在與同儕相處的過程中，幼兒從剛開始的排斥到後來不但予以接納更積極

給於協助，建立了良好的同儕情誼，而透過同儕是自閉症幼兒在語言、社會、

遊戲、大小肌肉等發展上極佳的楷模。而一般幼兒在融合教育的過程中也發展

出較佳的同理心。 

若以同一系統，改以「融合、特殊幼兒、互動」為關鍵字進行搜尋，共有五

十七篇相關論文，其中以學前融合教育班級之同儕互動為研究主題者共計三

篇，包括：洪馨徽（2000）「幼稚園融合班中幼兒社會互動之探討—一個學前融

合班的觀察」一篇，透過觀察的方式進行，探討全班、一般特殊及新舊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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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的差異及變化，並探討四位不同障礙類別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聽障、視

障、智能不足及唐氏症）之互動行為。以正向、負向、中性行為及語言、身體、

非語言行為為分析架構進行以量化研究，同時兼採質性描述，研究結果發現全

體、一般特殊、新舊生幼兒之正向行為多於負向行為。且多以「正向語言」、「負

向身體」、「中性非語言」行為來表現互動，且特殊幼兒多以身體行為與人互動，

若相處時間越長，則特殊幼兒的正向行為會增加，負向行為則會減少。若以不

同類別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進行分析，可以發現聽障、智能不足及唐氏症幼兒

多出現身體行為，視障幼兒則多出現語言行為；若以障礙程度來看：障礙程度

較輕之智能不足幼兒與同儕互動次數最多，狀況最佳。而以互動的對象而言，

視障及智能不足兩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傾向與一般幼兒互動；聽障幼兒互動狀

況最差。羅翠菊（2003）「語言障礙幼兒社會互動之研究—以兩個個案為例」，

透過非參與觀察、訪談、文件蒐集方式進行研究，探討語言障礙幼兒在幼稚園

裡與成人、同儕的社會互動情形，發現語言障礙幼兒對於與成人或同儕進行社

會互動有興趣，而且以特定的非語言互動方式和成人及同儕進行互動，同時較

傾向於與成人互動。吳佩珊（2007）「當我們同在一起—自閉症幼兒與一般同儕

之互動」，透過觀察與訪談探討自閉症幼兒與同儕在班上的互動圖像，發現自閉

症幼兒在互動上較為被動，且會因為本身的特質、教師的策略等因素出現不同

的互動狀況。 

從上述與融合教育中同儕互動相關的研究中不難發現，在融合教育情境中，

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可藉由同儕之間的影響，使其在學習及人際互動上有顯著

的進步，除此之外，就針對融合班級中普通學生所做的調查顯示，大多數的學

生都表示能接受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並且能與他們相處融洽，同時自己也有

所成長。但是，針對部分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在學習與社交活動上所出現之干

擾或攻擊行為，也會影響普通學生願意與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在同一個班級中學

習與互動的意願（徐美蓮、薛秋子，2000）。若以高令秋（2000）針對聽障幼兒

同儕互動的研究中，其整理國外學者對於聽覺障礙兒童在統合環境的互動發

現，仍有聽障兒童很少和普通兒童互動，甚至從未出現互動的情形，而在同儕

的接納度上，有些聽障兒童並未受到普通兒童的接納。所以，同儕之間究竟如

何影響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在普通學校教育體制中學習成長？特別是在我國以

學齡前融合為較普遍現象的國家，早期的同儕互動對特殊教育需求的幼兒而

言，對其往後的發展具有何種影響力，值得吾人深入探究，本研究擬透過教師

經驗探討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同儕互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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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師生互動的方式與內容 

在學校的學習環境中，教師與學生是整個校園的主角，是構成學校生活事件

的主體，而最主要的場景則為教室，教室中的教學將是師生互動的核心。學齡

前幼兒近入學前教育機構也是一樣，在學前教育機構中，教師和幼兒互動的機

會除了教學之外，更增加了生活指導，但是教學仍為主要的師生互動情境。蕭

秋祺（2002）認為現代教育有別於以往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轉而強調以

學生為主體的教學型態，教學的過程強調教師與學生的雙向溝通。若將教學的

內涵加以分析，林生傳（1988）提出教學內涵具有下列特點： 

一、教學是施教者與受教者進行互動，藉以達成教育的目的與理想。 

二、施教者與受教者是經由多樣態的、複雜的、一連串的互動行為構成的。 

三、教學是一種經由設計與選擇的互動策略。 

四、教學是一種邏輯行動。 

從上述兩位學者對於教學的分析中，可以歸納出教學乃是師生互動的主要核

心，在教學活動進行中，教師與學生透過多樣態的、複雜的互動行為達成教育

的目的與理想，所以說師生互動就是構成教學的主要內涵，同時也是影響教學

成效的關鍵因素。在教室中所進行的教學活動，其核心人物就是教師和學生，

透過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將可形成一個完整的教學。因此，師生之間的互

動關係，將影響學生學習的成果。本節擬就師生互動的意義、模式和相關理論，

及學齡前融合教育班師生互動相關文獻進行探討。 

壹、師生互動之意義 

在教育情境中，師生互動是教育工作最基本的表現，師生在長時間的相處之

下，除了進行語言上的溝通行為之外，經過時間的延續，兩者之間會發展出非

語言的溝通默契。黃政傑（1977）曾對這樣的互動行為提出定義：即互動是指

產生於二人或二人以上彼此接觸一段時間，透過語言、符號、手勢及其他溝通

方式，彼此影響而產生行為改變。這個定義強調了互動應有的原則：包括人數、

方式以及結果。為了能更明確的說明所謂師生互動的定義，茲將學者對於師生

互動的定義歸納如下： 

孫敏芝（1985）認為教室中，師生互動是指師生雙方運用語言、符號、姿態、

表情等溝通方式，彼此影響改變的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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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正德（1993）教師與學生互動中，教師與學生互為發訊者與接收者所進行

的溝通循環，其特點為：它是一種動態、連續、流通的過程，兩者互動有賴外

在媒介，如語言、文字、行為、態度、肢體語言等，互動的內容包含了認知、

情意和行為等層面，同時期待經由互動後可以達到預期的結果，若在互動時，

接收者可將發訊者的訊息做正確或系統化的回饋，將有助於形成良性的師生互

動循環。 

若將師生互動的內涵加以細分，可以透過幾個層面來看師生互動的意義： 

一、從教師與學生互動的情境而言 

師生互動可能包括教師與個別學生的一對一互動、教師與小組學生的互

動、教師與全班學生的互動等形式。 

二、從生物、社會學、心理學的觀點而言 

師生互動是社會規範、傳統學習中所特有的一種行為模式，此種行為模

式因時因地因人的不同而制宜，也根據個人不同的人格特質、反應而有不同

回應(林美智，2000)。 

三、從教學的層面而言 

師生互動是班級生命的表現，是教師與學生彼此間相互進行實質或想法

的交換、傳遞與創造的歷程，師生相互依賴形成一個緊密的互動團體，逐步

達成教育目標，也就是教育工作上最基本最具體的表現。 

四、從教師角色而言 

教師在教室中同時扮演多重的角色，而隨著角色的不同，教師與幼兒的

互動內容也不太一樣。首先，教師是教室活動的主要決定者，什麼時段做什

麼事，大部分都在教師的規劃中，例如：什麼時候收玩具，什麼時候休息一

下，去尿尿、洗手或喝水。其次，教師也是幼兒生活行為的管理與輔導者，

例如：不可以打人、不可以講髒話。此外，師生間還有另一種比較親近的互

動關係，主要是在幼兒點心、用餐與遊戲時間，在這些時段，教師常常會趁

空和幼兒聊聊天或者一起玩遊戲（賴淑芬，2005）。 

綜上所述，可以將師生互動的定義歸納為：教師與學生彼此間認知與情感的

溝通、回饋歷程，是教室中師生表現之行為或一種行動體系。教師與學生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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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除了課堂上的教學活動之外，還包括了下課時間的溝通，其溝通形式除

了口語表達之外，還包括非語言的肢體、眼神、態度，透過雙方有效的互動達

成意見的交流。在學齡前幼稚園階段的師生互動，除了口語的互動之外，教師

的肢體動作、態度、眼神也是其與幼兒進行溝通的模式，而其溝通情境則包含

與單一幼兒的單獨互動、分組時間的小組互動、以及團體討論時間的團體互動，

但是上述這些互動皆以全班的幼兒為對象，本研究期望了解在學齡前融合教育

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的幼兒如何和老師進行互動？他們透過什麼方式進行？

同時在互動過程中所討論的內容為何？ 

所以本研究將師生互動定義為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情境中，教師與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之間透過口語或非口語的方式，使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兩者能

彼此交換訊息並獲得回應之相互影響的過程。 

貳、師生互動之模式 

歐申談（1993）指出，唯有在良好的師生互動情境中學習，學生才能主動求

知，教師教學才能發揮最大的成效。在教室中師生互動的形式，法蘭德斯（N.A. 
Flanders）曾歸納出「三分之二原則」，意指一般班級教學，語言交談時間占三

分之二，其中教師講話時間占三分之二，教師的講話內容有三分之二是直接性

的，包括講解、指示、批評等。在低成就班級中，教師講話時間往往達到 80%，

而高成就班級的教師只占 55%；低就班級教師講話內容有 80%直接性說話，而

高成就班級教師講話內容只有 50%（郭榮澤，1985）。國內外學者在進行教師教

學行為的研究時發現，教師在教學時多以口語為主，主要內容為講解、提供訊

息、給予指示，而學生則以非口語行為為主，其中大多是遵守教師的命令活動

（吳秋慧、陳玉枝，2003；林靜萍，1993；張銘羽，1996）。然而，在教室中老

師不會永遠都是發訊者，而學生也不會一直是收訊者，相反的在教學情境中學

生常常是引發事件的發訊者（Cole & Chan, 1987）。因此教師單向發號命令杜絕

溝通，對於師生彼此之間的了解將是一大絆腳石，成功的教室師生互動，乃植

基於教師能敏銳的掌握訊息，熟悉學生的背景和行為，運用口語與非口語的溝

通成為主動積極的溝通者，彼此互相尊重。如此愉快和諧的師生關係對學習方

有助益，反觀處於緊張與壓抑的關係下，不僅無法提昇學習成效更會阻斷學習

興趣。 

有關於師生互動的研究隨著時代而有不同的研究取向；過去的研究將「師

生互動」視為媒介、影響因素，透過紀錄與分析師生間語言與非語言的互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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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其他的研究主題；現代則多將師生互動視為研究的主題（蔡敏玲，2002），

研究的目的即在瞭解師生互動的本身，包括互動的內容與互動的形式；並且從

研究中所發現的實際互動情況，進一步探究教室內外所存在相關的影響因素（陳

埩淑，2002；錢清泓，1996）、師生角色與文化因素（蔡敏玲， 2002；錢清泓，

1996） 以及教室中的師生互動如何影響學生的學習與教師的教學（簡楚瑛， 
2005）。 

綜上所述，可以將師生互動的方式歸納為：「口語」及「非口語」兩類，其

中「口語」互動是指教師透過語言的應用，傳達教學內容、價值觀念、以及生

活規範；而「非口語」互動，則是指教師表情、手勢、示範或肢體碰觸的方式，

直接傳達訊息以達成溝通的目的。 

參、師生互動之理論 

師生互動的理論模式，主要是依據團體動力學（group dynamic）。最早以系

統化的方式運用團體動力學來進行師生互動研究的，可能是 Anderson 等人在

1943 年的研究中，將教師互動行為分為「控制型」（dominative contacts）和「統

合型」 ( integrative contacts） 兩類，其中控制型教師的行為包括：命令、威脅、

提醒與責罰。統合型的教師行為則包括：同意、讚賞、接受與有效協助等（引

自陳奎熹，1990）。由於教師常利用權威來引導班級發生互動，藉以達成認知、

情意、技能的目標。因此，教師的領導類型，自然會影響學習活動的效果。就

教學與輔導的觀點而言，Anderson 等人發現「統合型」的領導較有利於班級氣

氛與師生關係。  

而與 Anderson 同時期的另一個實驗研究，即是有名的 Lippitt & White 在 1943
年所進行的領導方式的研究，他們把教師的領導類型分為三種：權威型

（authoritarian）、放任型（laissez- faire）、與民主型（democratic）。這兩項研究

都認為民主式的領導方式對於學生的行為，具有良好而正面的影響作用（引自

陳奎憙、王淑俐、單文經、黃德祥，1996）。 

除了以上兩項研究所提出的師生互動的看法之外，這兩項研究同時帶動了許

多後續關於師生互動的研究，而和師生互動相關的理論，分別歸納整理如下： 

一、Flanders 的互動理論 

Flanders 的互動理論主要是以教室中師生之間的口語互動為主。以「教師

影響」的概念來探討師生互動關係。他根據觀察教師實際的教學行為，將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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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間的口語互動歸類為十種：㈠接納感受；㈡讚賞與鼓勵；㈢接受或利用學

生的想法；㈣問問題；㈤講解；㈥指令；㈦批評或辯護權威；㈧學生反應性

說話；㈨學生自發性說話；㈩安靜或混亂。若將其再進一步整理歸納，其中

㈠至㈣為教師的間接影響，而㈤至㈦則為教師的直接影響。㈧、㈨兩類則為

學生語言的部分。Flanders 認為教師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對學習所發生的影

響，可以從兩方面探討，亦即學生的依賴性和學生的學業成就。所位依賴性

是指學生討好或依從教師的程度。所謂學業成就，是指前測和後測的成就測

驗成績的差異而言。根據 Flanders 研究結果顯示：使用直接影響時，學生的

依賴性會一直增加，而學業成就的進步分數則低。Flanders 的理論模式，說

明了教師在教學情境中的教學行為，對學生的學習態度與學習效果有重大的

影響。（引自陳奎憙、王淑俐、單文經、黃德祥，1996） 

表 2-4-1  Flanders「師生社會交互作用」分類表 

1 接納感受：接納學生所表現的積極的或消極的情感、語氣。 

2 讚賞或鼓勵：誇獎或鼓勵學生的動作或行為。 

3 接受或利用學生的想法。 

間

接

影

響 

4 問問題：提出問題，以期學生回答。 

5 講解：講述事實、意見，表示自己的看法。 

6 指令：給予指示、命令或要求，以期學生遵從。 

教

師

的

語

言 

直

接

影

響 7 批評或維護權威：批評責罵以期改變學生行為，為教師權威辯護。 

8 學生反應性的說話：由教師引起的學生說話。 學生的

語言 
9 學生自發性的說話:由學生主動說話。 

10 安靜或混亂：短時間的沈靜，或由於混亂，觀察者無法了解師生交談內容。

資料來源：陳奎憙、王淑俐、單文經、黃德祥（1996）。師生關係與班級經營（頁 37）。臺北

市：三民。 
 

二、Bales 的交互作用過程分析 

Bales 的交互作用過程分析，乃透過直接觀察團體成員彼此間面對面的交

互作用後，加以分析所得，其分析的交互作用行為以語言為主。Bales 認為師

生交互作用可分為兩大領域：㈠任務領域，可再細分為應答部分和詢問部分，

應答部分包含給予建議、提供意見以及指示方向等；詢問部分則包含要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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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方向、要求提供意見以及要求給予建議等，此部份乃教師為達成班級教學

目標的任務性活動。㈡社會的情緒的領域，可細分為積極的反應與消極的反

應，積極的反應包含表示團結、緊張的解除以及表示同意等；消極的反應則

包含表示不同意、表示緊張以及表示敵意等，此部份乃顯示班級內部的合作

或競爭，和諧或排斥的人際關係。 

整體而言，Bales 將團體成員的交互作用歸納為十二種類別，同時以六種

功能：㈠溝通；㈡評價；㈢控制；㈣決定；㈤緊張處理；㈥再統整加以闡述。

若將 Bales 的交互作用過程分析運用到教學現場，在任務領域的部份，教師

為了實現教學目標，在學生發聖學習困難時，教師可以適時彈性調整教學策

略並予以指導，即可順利達成溝通、評價以及控制的功能；在社會的情緒的

領域，教師如多採取積極的反應，即可以營造出良好的學習氣氛，如此可維

持團體的安定。由於 Bales 的研究大約在 1950 年前後，對於交互作用過程的

分類可能過於概括化，但是對於團體結構與功能的比較分析仍有相當貢獻（陳

奎憙、王淑俐、單文經、黃德祥，1996）。 

表 2-4-2 Bales「交互作用過程分析」歸類表 

 
註：a 表溝通，b 表評價，c 表控制，d 表決定，e 表緊張處理，f 表再統整。 
資料來源：陳奎憙、王淑俐、單文經、黃德祥（1996）。師生關係與班級經營（頁 35）。臺北

市：三民。 

1 表示團結（solidarity） 

2 表示緊張的解除（tension release） Ａ 

社會的情緒的

領域 

（social-emotio
nal area） 

積極的反應 

3 表示同意（agree） 

4 給予建議（suggestion） 

5 提供意見（opinion） Ｂ 

任 務 的 領 域

（task area） 
應答部份 

情緒上中立 

6 指示方向（orientation） 

7 要求指示方向 

8 要求提供意見 Ｃ 

任 務 的 領 域

（task area） 
詢問部份 

情緒上中立 

9 要求給予建議 

10 表示不同意 

11 表示緊張 Ｄ 

社會的情緒的

領域 

（social-emotio
nal area） 

消極的反應 

12 表示敵意 

f e d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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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unkel 的訊息反饋模式 

Runkel 的訊息反饋模式，強調師生雙方行為的決定因素，Runkel 認為在

交互過程中，一個人的行為乃是經由訊息反饋（feedback of information）的

作用而影響到另一個人的行為（引自陳奎憙、王淑俐、單文經、黃德祥，1996）。
因此若以教師的行為而言，教師替學生預設的目標、學生實際的學習行為以

及教師的背景等都會影響到教師的參考架構，教師再依此參考架構決定其教

學行為；在學生方面，學生也會因為自己的背景以及自我設定的目標等影響

其參考架構，並依此決定其行為表現。在教學進行中，師生雙方將因自己的

行為表現及對方的回饋，不斷的修正自己的參考架構，而調整行為。然而

Runkel 的師生互動理論模式，僅針對教師與單一學生之間一對一的交互關

係，因此在實際教學的過程中是否可以運用於複雜教學情境，恐怕無法涵蓋

全面。但 Runkel 的理論模式卻給教師一個重大的啟示，即提醒教師需注意到

自身存在的刻板印象及教師期望所可能帶給學生的影響（陳奎憙、王淑俐、

單文經、黃德祥，1996）。 

圖 2-4-1 Runkel「訊息反饋模式」圖 

資料來源：陳奎憙、王淑俐、單文經、黃德祥（1996）。師生關係與班級經營（頁 38）。臺北

市：三民。 

環境
環境 

學生的學習行為

學生的參考架構

學生的目標 

學生的個人史 

教師的個人史 

教師替學生選擇的目標

教師的參考架構 

教師的教學行為 

表個人內在知覺的溝通 

表實際行為（語言、動作）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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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Blackledge & Hunt 的師生互動、限制與期望模式 

教室俗民誌學者 Blackledge & Hunt（1985）根據許多學者對於師生互動

研究，以詮釋的方式，分析教室中的師生互動，提出「師生互動、限制與期

望模式」。此模式認為㈠教師由「自我觀念」與「對學生的認識」來決定教室

組織、規則、與教學內容。㈡學生由「自我觀念」與「對教師的認識」來詮

釋這些組織規則與教學內容。㈢學生根據詮釋結果產生「反應」。㈣教師詮釋

學生反應的意義。㈤教師進一步認識學生或修正教室組織規則與教學內容引

自陳奎熹，1993）。 

圖 2-4-2  Blackledge & Hunt「師生互動、限制與期望模式」圖 

資料來源：陳奎憙（1993）。教育社會學研究（頁 125）。臺北市：師大書苑。 

五、Gorman 的師生交互作用過程分析  

Gorman（1969）提出一個師生在教室中交互作用的理論架構。他認為教

學活動是一個循環的過程，此循環過程可從師生反應中獲得回饋，同時強調

教學前後知識、態度與技能的改變。他認為師生交互作用的過程包括四個階

段：㈠開始的情境（ initial situation）；㈡教學活動（activities）；㈢回饋

（feedback ）；㈣顯現新的情境（emerging situation）。此理論具備下列特點為：

㈠強調開始的情境與最後新情境之間的師生背景（包括認知、情意與技能各

方面），以及團體結構（包括行為規範、教師領導與教室管理方式）的變化；

教師自我概念 

對學生的認識 

反應

對教師的認識 

學生自我概念 

教室組織規則與教學內容 詮

釋 

詮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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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在交互作用與理論印證中，收集並分析有關資料，而獲得回饋機會；㈢運

用情境變化的分析來影響下一次的師生互動（引自陳奎憙、王淑俐、單文經、

黃德祥，1996）。 

圖 2-4-3  Gorman「師生交互作用過程分析」圖 

資料來源：陳奎憙、王淑俐、單文經、黃德祥（1996）。師生關係與班級經營（頁 40）。臺北

市：三民。 

六、Dunkin & Biddle 的教學基本模式  

Dunkin & Biddle（1974）提出一種教學研究的基本模式，此理論模式包

含四個變項：㈠先在變項：即教學過程中，能有效預測教師行為表現之有關

教師個人特質的變項，如：經驗、專業訓練等；㈡情境變項：即教學過程中

學生學習條件（包括：智力、性別、年齡、能力、人格特質、態度、以往學

習經驗）與學校情境（如：班級多寡、學校大小、班級人數、教學材料、教

學設施、教學位置、班級座位安排）等有關變項；㈢過程變項：即教學過程

中，教師與學生在教室中所表現之所有可觀察的行為，如教師行為、學生行

為、師生互動情況（包括口語及非口語之教學溝通）；㈣結果變項：指學生在

教學歷程後，在認知、情意與技能三方面的改變（引自陳奎憙、王淑俐、單

文經、黃德祥，1996）。Dunkin & Biddle 認為這四類變項在時間上有先後順

序，且彼此間有因果關係存在，其中「先在」及「情境」變項是「過程」變

項的決定因素，而「過程變項」同時也是「結果」變項的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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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  Dunkin & Biddle「教學基本模式」圖 

資料來源：陳奎憙、王淑俐、單文經、黃德祥（1996）。師生關係與班級經營（頁 41）。臺北

市：三民。 

七、Wubbels、Creton & Hooymayers 的教室溝通系統性觀點 

溝通的系統性觀點強調「循環」（circularity）與「改變」（change），其基

本假定為：在教室情境中，人們的行為會互相影響；老師的互動行為會受到

學生行為的影響，同時也會影響學生的行為，形成一個循環的過程，其中「安

定」、「反抗」與「改變」不斷循環的過程即是班級互動的特性。Wubbels、
Creton & Hooymayers（1985）發展出一套師生互動問卷( Questionnaire on 
Teacher interaction, 簡稱 QTI) ，用來測量中學教師與學生對師生互動行為的

知覺，同時將師生互動分成八個層面：㈠領導的行為（leadership behavior）；
㈡友善的協助行為（ helping friendly behavior）；㈢善解人意的行為

（ understanding behavior ）； ㈣ 學 生 責 任 / 自 主 的 行 為 （ student 
responsibility/freedom behavior）；㈤不明確的行為（uncertain behaveior）；㈥

不滿意的行為（dissatisfied behavior）；㈦責罰的行為（admonishing behavior）；
㈧嚴厲的行為（strict behavior）（Wubbels & Levy, 1993）。 

八、She & Fisher 的師生互動量表  

She & Fisher（2002）發展出一份師生互動量表（Teacher Communication 
Behavior Questionnaire, 簡稱 TCBQ )，目的在協助教師以簡便快速的方式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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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自己與學生的互動情形，此問卷包含五個向度：㈠挑戰性問題；㈡鼓勵

與稱讚；㈢非語言的支持；㈣瞭解與友善；㈤掌控管理。這份問卷之施測結

果發現，教師與學生對師生互動的知覺呈現出一種傾向，即通常教師所知覺

到的師生互動行為，會比其學生所知覺到的更為正向。 

綜合上述有關師生互動理論，「Flanders 的互動理論」，以教室中師生之間

的口語互動為主，透過「教師影響」的概念來探討師生互動關係；「Bales 的交

互作用過程分析」認為師生互動中的任何行為皆可以歸類至任務領域或社會情

緒領域中；「Runkel 的訊息反饋模式」認為在交互過程中，一個人的行為乃是

經由訊息反饋的作用而影響到另一個人的行為；「Blackledge & Hunt 的師生互

動、限制與期望模式」，強調「詮釋」的觀點，認為學生藉由對自己與教師的

認識，詮釋了教室規則、組織與教學，教師再依照學生詮釋的「反應」加以詮

釋（許惠子，1994）；「Gorman 的師生交互作用過程分析」，強調教學活動是

一個循環的過程，此循環過程可從師生反應中獲得回饋，同時強調教學前後知

識、態度與技能的改變；「Dunkin & Biddle 的教學基本模式」，強調師生互動

的「過程—結果」；「Wubbels、Creton & Hooymayers 的教室溝通系統性觀點」，

強調師生互動的「循環」（circularity）與「改變」（change）歷程；「She & Fisher
的師生互動量表」，主要是協助教師以簡便快速的方式來瞭解自己與學生的互動

情形。以上七種理論皆提供師生互動研究相關的理論依據，同時也強調師生互

動是一種交互影響的歷程。 

肆、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的師生互動相關研究 

師生互動一直是教室活動的核心之一，所以也成為以學校為研究場域的之相

關研究的重要主題之一，針對師生互動的研究，透過「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影像

系統」檢索，以「師生互動」為關鍵字進行搜尋，共有五十九篇相關論文，其

中以學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師生互動為研究主軸之論文，則付之闕如，若改

以「教師行為」為關鍵字進行檢索，共有十一篇論文，其中僅蔡昆瀛（2004）

「教師行為對發展遲緩幼兒及一般幼兒之影響效能研究」，此研究主要探討教

師行為對發展遲緩幼兒行為的影響效能及其相關歷程因素，並比較教師行為影

響在發展遲緩幼兒和一般幼兒間的差異。採教室錄影觀察法，蒐集之教師行為

與幼兒行為資料進行量化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教師行為對一般幼兒的立即影

響效能顯著高於對發展遲緩幼兒之影響效能。對於發展遲緩幼兒產生有效影響

的教師行為中，影響效能較高之行為包括：要求幼兒依循同儕的引導，獨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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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指定之行為；要求幼兒依教師非口語的詢問，提供口語或非口語答案或相關

訊息；要求幼兒依教師口語的請求提供幫忙等項。教師行為對於發展遲緩幼兒

的影響效能，與教師關注對象、教師行為向度、教師行為溝通方式等變項具有

顯著相關。 

若以碩博士論文而言，透過「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檢索，以「師生互動」

為關鍵字進行搜尋，共有八十三篇相關論文，其中並沒有以學前融合教育班級

之師生互動為研究主題者。而探討幼稚園師生互動的則有羅採姝（1997）「幼

兒園師生互動歷程分析─從一個老師的觀點」，透過觀察紀錄以及訪談的方式

進行幼稚園師生動的內容、特性、和影響因素等的探究。研究發現，師生互動

的內容與課程相關，互動則以「教師引言—幼兒回應」的方式為主，同時教師

會透過問答、提醒、糾正、讚美與鼓勵等方式刺激幼兒做進一步的思考；林怡

伶（2000）「幼稚園師生問答歷程之描述—以一大班的小組活動為例」，其研

究目的在於了解教師如何提問以及對於幼兒回應的回應，以觀察的方式紀錄用

全語言理論進行教學的教師行為；吳麗雲（2001）「衝突情境中的師生互動」，

以質性研就的方法探討衝突情境中教師與幼兒的互動，研究發現教師介入幼兒

衝突情境的方式有三：未回應、間接介入以及直接介入。而教師和幼兒對於教

師介入衝突的考量也不同，教師會以安全為主要考量，而幼兒則以自己的角色

為考量，同時發現教師在處理衝突的時會以「對不起與原諒的重要性」、「輪

流與優先權的規則」、「『罵人罵自己』的安慰策略」以及「相親相愛好朋友

的提醒」等四個價值觀的傳達為主；賴美蓉（2001）「教師講述故事時的師生

言談互動─以幼稚園班級為例」，其研究以觀察、訪談等方式，以故事講述為

主軸進行師生言談互動的探討，發現在互動過程中教師主動的引導之外，幼兒

也會主動引起互動，而教師會因為幼兒的不同特質，採用不同的方式回應；張

純德（2003）「幼稚園教師在團體教學中與幼兒互動歷程之探究」，以團體教

學中的師生互動為研究主軸，以觀察與紀錄、訪談、文件蒐集等方式進行師生

互動歷程的探討。研究發現教師透過問答以及複述、確認性提問、刺激性提問

和同意性提問等方式進行教學活動以及師生互動；吳麗環（2006）「一位幼教

師教學反省之探究－以實施方案教學為例」，其研究主要是針對方案教學中師

生言談互動的省思。以上六篇研究皆以教學情境為主，探討教學情境中師生互

動的情形、內容及影響因素。  

若以同一系統，改以「融合教育」為關鍵字進行搜尋，則以學前融合教育班

級之師生互動為研究主題者，僅有蔡淑玲（1997）「一位自閉症幼兒在融合教育



 64

政策實施下的狀況」一篇，透過觀察、訪談以及文件檔案資料等方式進行質性

研究，探討自閉症幼兒和教師及同儕的相處情形，結果發現在與教師相處的過

程中，會因為教師本身的因素而有所影響，其中一位新進老師因為剛到學校還

有適應上的問題，因此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採取較為消極的態度應對，另一

位老師雖然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抱持著積極、正面的態度，但是由於本身兼

任行政工作，因此也無法顧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教學，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中，

並沒有針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設計符合其個別需求的課程或活動，對於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的受教權益難免受到影響。 

綜觀上述文獻整理，我國雖然推行融合教育已經十個年頭，推行的主要環境

除了國民中小學、高級中學外，還包括學前教育階段，然而相關研究多以非學

齡前階段為主，以至於在學齡前階段的相關文獻較為不足，而學齡前階段又是

融合教育實施最為普遍的階段，因此為能對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之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和教師之間的互動情形做更深入的了解，本研究擬聚焦於特殊教育需求

幼兒和教師之間的師生互動之探究，以釐清此間師生互動的方式與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