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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式，以一個臺北縣公立幼稚園之融合教育班級之教師

為研究對象，透過教師經驗的訪談以及班級活動的觀察紀錄進行分析，藉以探

究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的師生及同儕互動。以下將就研究對象、資料蒐集與分

析、研究者的角色、研究流程以及研究限制，分別加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立意取樣的方式，選擇一個臺北縣公立幼稚園的融合教育班級為研

究場域，進行部份參與式觀察，其中觀察對象聚焦在該班級中的兩位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並以該班教師為訪談對象，透過教師的經驗進行學齡前融合教育班

級師生及同儕互動的探究。本節將依序介紹本研究之研究場域、研究對象以及

界定研究的範圍。 

壹、研究場域 

臺北縣政府（1993）擬定的臺北縣綜合發展計畫中指出，依據臺北縣 1986

以及 1987 年出生人口推估，在 1991 年臺北縣幼教適齡幼童（四～五歲）約有

九萬人，但在八十學年度登記有案的公私立幼稚園僅能提供二萬七千八百九十

個就學機會，尚缺少六萬多個就學員額。面對幼稚園需求增加，但供給又極為

有限之情形下，幼稚園在管理及教學各方面均面臨嚴重問題。因此，臺北縣政

府擬定了普設幼稚園計畫，預計在 1995 至 2002 年完成，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

下，台北縣政府開始規劃成立許多公立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以及縣立幼稚園，

其中部分縣立幼稚園座落於國民中學校園之內，由於國民中學附設幼稚園在現

行的法規中並無法源依據，因此座落於國民中學校園內的幼稚園，一律統稱為

縣立幼稚園，以符合教育法規的相關規定。於是，1999 的夏季，在臺北縣中和

市某一所國民中學校園內即出現這樣一所縣立幼稚園，當時的規模為一班，其

教職員工編制為兩位老師和一位廚工阿姨，老師除教學工作外必須兼任幼稚園

內的行政工作，至 2000 年奉准增設三班，之後一直維持四個班的規模，隨著班

級數的增加，人員編制也由原來的兩位老師和一位廚工阿姨，增加為八位教師

及兩位廚工阿姨，不變的是教師仍須兼任行政工作，只是在工作份量上較草創

之初來得減輕一些。雖然置身於國中校園內，但是它卻擁有完全獨立的教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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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僅在進行部分戶外教學活動時會和國中使用共同的場地，雖然如此，幼稚

園在作息上仍和國中有明顯的區隔。 

走進國中的校門，左手邊是國中的教學及行政區域，右手邊則是一個大操

場，在操場的另一端有兩棟並排但不相連的建築物，其中一棟較接近國中，是

該校的體育館，在體育館旁，離國中教學及行政區域較遠的那一棟建築物，則

為幼稚園的所在地，那是一棟五層樓的白色建築物，專屬於幼稚園運用，幼稚

園目前只使用一到三樓，其中一樓為行政辦公室、餐廳及廚房，二樓則為幼兒

學習的教室，三樓部分除了教具室之外，還設有圖書館、活動室、遊戲室，做

為幼兒學習活動場所。此外，在一樓餐廳後方也設有戶外活動區域，並設置一

些大型遊具，而三樓的遊戲室中也設置大型遊具供幼兒進行體能活動。 

目前幼稚園所在的大樓，在興建之初並非專為幼稚園設計，因此在一、二樓

部分的廁所及教室有進行相當的整修，以符合幼稚園設立的標準，但是三樓部

份除圖書室、遊戲室及活動室有重新加以規劃之外，教具室及廁所則並未加以

整修，幼兒在三樓活動時會產生些許不便，因此，幼兒主要的活動空間仍以二

樓為主，到三樓進行活動時都必須由教師帶領。 

自教育部 1995 年公佈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教育報告書，將「零拒絕的教育

理想」以及「人性化的融合教育」訂定為特殊教育的實施理念，政府即積極投

入特殊教育相關法規的修法工作，更將身心障礙國民的受教年齡向下延伸置三

歲，同時積極補助各地方政府實施學齡前融合教育。臺北縣即基於特殊教育相

關法規及教育部提出之「發展及改進特殊教育五年計劃」，積極推動學齡前特

殊教育，除了擬定增設學齡前特殊教育班級之外，更積極培育心評教師參與學

齡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鑑定安置工作，同時也大力推展縣內學齡前融合教育。

1999 年臺北縣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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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即有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開始實施「社區式

融合教育實驗」，其後陸續有公立幼稚園實施學齡前融合教育，至 2002 年臺北

縣政府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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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立學齡前教育機構在招生入園時就必須優先接受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申請入園，因此，自 2002 年起，公立幼稚園全面推動融合教育。本研究

之研究場域於 2000 年開始接受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入園就讀，實施融合教育至今

已經有六年，在研究者所參與的研究案中，即是以這所幼稚園為主要研究場域，

在參與研究案的觀察過程中，班級中一般幼兒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一起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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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深深地吸引研究者，於是在立意取樣的方式下，決定以這所幼稚園為研

究場域，進行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師生及同儕互動之研究。 

貳、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資料蒐集的部份分為兩個方面進行，一是透過深度訪談的方式，針

對觀察班級的教師進行訪談，以蒐集教師帶領融合教育班級的經驗。另一是透

過部份參與式的觀察，實地在教室中進行觀察活動，觀察的對象以教室中的特

殊教育需求幼兒為主。而班級的選擇是透過園長在參與研究案的過程中，隨機

指派的觀察班級，因此並未事前預先設定，在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改變了研究

者原本對於融合教育的觀感，從而引起研究者想進一步探究的企圖。對於研究

對象的描述將分成兩個部份加以說明。 

一、深度訪談的對象 

這個班級中有三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全班人數為二十七人（含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三人），由Ａ老師及Ｂ老師兩位老師帶領，其中Ａ老師是自設園第

一屆即到這所幼稚園任教，並擔任園長的職務，1988 年畢業於臺北市立師範

專科學校幼兒教育師資科，1997 年至屏東師範學院幼教系進修，在公私立幼

稚園的工作經歷已經有十幾年了，其中任職於公立幼稚園的年資為八年，是

一位經驗豐富的專業幼教教師，其專長為幼兒律動、戲劇，在教學時常有許

多創意的想法，讓教學可以更生活化、多樣化、趣味化，讓幼兒在充滿創意

的情境中學習，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教學年資為五年，對於班級中的特

殊教育需求幼兒，Ａ老師採取接納與包容的態度，在教學設計上會依照該幼

兒的特殊需求進行教學設計，簡化教學活動的教材及方式，以利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進行學習。此外，Ａ老師同時擔任臺北縣幼教輔導團的輔導員。 

Ｂ老師也是班級中不可或缺的核心人物，1999 年畢業於台南師範學院幼

教系，2001 年公費分發至本園服務，任教資歷六年，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的教學年資為五年，目前擔任臺北縣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心評老師，協助進行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鑑定工作，同時也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教育特別用

心，在教學上會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重新設計相關教學活動，並針對職能

教師或語言治療師所給予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教育訓練建議部分，設計相關

活動協助該幼兒進行練習，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達成發展的目標，在職能

治療師以及語言治療師到園服務時間，會陪同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進行抽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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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活動。由於本身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相關鑑定及教育服務方式有強

烈的學習慾望，因此於 2005 年至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系早期療育碩士

班進修。茲將兩位老師的基本資料整理如表 3-1-1。 

本研究將以兩位老師帶領融合教育班級中的經驗，以及研究者所進行的

觀察紀錄，探討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師生及同儕互動的情形，分析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的互動方式與內容，以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

之間互動的方式與內容。 

表 3-1-1  研究對象資料整理 

研究對象

代碼 

學歷 現職 教學年資 公 立 幼 稚

園 任 教 年

資 

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教學

年資 

Ａ老師 臺北市立師範專科學

校幼教師資科 

屏東師範學院幼兒教

育系 

幼稚園教師 

臺北縣幼教輔導

團輔導員 

十幾年 八年 五年 

Ｂ老師 臺南師範學院幼兒教

育系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早期療育

碩士班（進修中） 

幼稚園教師 

心評老師 

六年 六年 五年 

資料來源：研究者訪談整理。 

二、部份參與式觀察的對象 

本研究中研究者以部份參與者的身份進入教室中進行觀察，觀察的對象

聚焦在一位多重障礙的幼兒和一位發展遲緩的幼兒身上，觀察並紀錄他們在

幼稚園中與班上的一般幼兒及教師之間的互動情形。茲將這兩位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的相關資料整理如表 3-1-2。此外，在訪談過程中，老師同時將他們

過去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相處的經驗帶進訪談資料中，在進行資料分析時，

訪談資料的部份將會有其他類別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出現。根據教師的描

述，過去到現在曾經在本研究場域就學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其障礙類別包

括：成骨不全症、血管瘤、多重障礙、發展遲緩、亞斯伯格症、嚴重視覺障

礙，以及中度智能障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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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資料整理 

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代碼 

身心障礙

鑑定類別

就讀時間 備註 

ａ 多重障礙 九十二學年度—九十四學年度 以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身份優先入

園，經家長同意留園一年 

ｂ 發展遲緩 九十二學年度—九十三學年度 非以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身份入

園，是教師發現建議家長做鑑定確

認為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資料來源：研究者訪談整理。 

參、研究範圍 

本研究關注的焦點在於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

兒以及老師之間的互動情形。此互動情形將包含班級中的所有活動，不侷限於

特定的教學活動或課程模式，而是以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幼稚園中參與的所有

活動情形加以論述，並不刻意的描述課程模式或是活動規劃情形，也不專注討

論在幼稚園目前實施的主題課程之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及老師的

互動情形。 

在幼稚園的教學環境中，課程模式的實施以及各項活動的規劃，對於幼兒的

學習都有一定的影響力。但是在幼稚園環境中，每天所進行的教學活動可能就

包含有多種不同的活動設計，甚至一天當中就會出現許多不同的活動規劃，例

如：自由活動、團體活動、分組活動、戶外活動、學習區活動……等。在這些

活動中師生及同儕之間的互動內容及方式可能會有不一樣的發展，然而本研究

的核心為了解融合教育班級中師生及同儕互動的情形，所關注的焦點在於融合

班級的整體活動，及這些教學活動中的所有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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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蒐集與分析方式 

本研究擬透過班級活動的部份參與式觀察及教師的訪談進行與研究相關之

資料蒐集，同時以質化的方法進行資料分析。茲將資料蒐集與分析的方式分述

如下： 

壹、資料收集方式 

由於單一資料蒐集方式無法提供較多元的觀點，本研究為接近真實的現象，

及增強資料間相互的效度檢驗（吳芝儀、李奉儒，1995），結合了自然情境中的

觀察以及教師的深度訪談，去瞭解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的

互動情形，以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的互動情形。本研究主要的資料

蒐集方法如下： 

一、觀察法 

觀察法可以深入的理解所處環境的情境脈絡，從中獲得第一手經歷，這

樣的經歷，可以使思想開放，並且不斷適應新發現。使用觀察法可以有機會

接觸到參與者平常不太注意的事情，更可以暸解參與者沒有在訪談中提到的

事（吳芝儀、李奉儒，1995；胡幼慧，1996）。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以臺北縣

一所公立幼稚園實施融合教育的一個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

之間的互動行為，以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的互動行為為觀察焦

點。為了可以觀察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以及教師之間實際的互動狀

況，我與帶班老師協商以進入教室中進行部份參與式的觀察。觀察期間自九

十二學年度下學期至九十三學年度上學期，其中暑假期間因為沒有幼兒到

園，所以停止進行觀察，觀察的時間通常為上午時間，但是為了了解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在幼稚園中整天的活動情形，所以在研究者時間許可的情形下，

部份觀察時間僅下午時間，或是進行整天的觀察，詳細的觀察時間如附錄一。

在現場觀察的過程中，以紙筆紀錄的方式，將所有教室中發生的事件一一紀

錄，同時加註時間，紀錄於紀錄本中，做成觀察札記，並於觀察結束後，進

行電腦輸入建檔，同時預留空間，以作為日後分析時可以加註疑問或相關概

念之用。透過觀察法，研究者瞭解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

的互動情形，以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的互動情形、他們透過哪些

方式進行互動、以及互動的內容等。將觀察紀錄整理好之後，若發現在觀察

的過程中，特殊事件或覺得有疑慮、不清楚的部分將予以標記並於下次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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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利用午休、中午用餐或教師離開教室進行行政或教學準備工作時進行詢

問，以澄清觀察紀錄中出現的疑問，研究者在離開現場後再將內容速記下來。 

二、深度訪談法 

訪談的目的在於發現存在於他人心中的想法？因為我們無法觀察到每一

件事，我們無法觀察他人的感受、想法和意欲；我們無法觀察先前發生的行

為；我們無法觀察到研究者不在場的情境（吳芝儀、李奉儒，1995）。所以，

本研究個別訪談觀察班級中的兩位老師，以瞭解老師帶領融合教育班級的經

驗，於 2005 年 6 月以及 8月分別和兩位老師進行兩次的深度訪談。在進行第

一次訪談之前，研究者已經先行閱讀與融合教育、同儕互動以及師生互動相

關的文獻，並且形成對於融合教育、同儕互動以及師生互動初步的概念，同

時進行第一次訪談大綱的擬定（如附錄二），在訪談進行前將訪談大綱透過電

子郵件傳遞的方式，傳遞給受訪老師，讓她們可以對於訪談的內容有所了解，

以利訪談的進行。訪談的過程中，除以紙筆紀錄外，同時進行訪談的錄音，

以便將訪談資料整理成逐字稿進行分析，每次訪談約進行九十分鐘，第一次

訪談的主要內容在於暸解受訪老師的學經歷背景，以及在她帶領融合教育班

級時所觀察到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的互動情形，以及特殊求幼兒

和教師之間的互動情形。在第一次訪談後，立即將訪談錄音及現場札記整理

成訪談逐字稿，並以電子郵件傳遞的方式將逐字稿傳遞給受訪者進行確認，

同時研究者開始進行逐字稿的閱讀，找出重要的敘述和不清楚或需要受訪者

再次說明的部份。由於適逢暑假期間，老師們有暑假活動的安排，所以在進

行第二次訪談前先以電話或電子郵件的方式確定訪談時間，並擬定第二次訪

談大綱（如附錄三），且在訪談前透過電子郵件傳遞給受訪老師。第二次訪談

與第一次訪談之間相距兩個月，進行第二次的訪談主要在澄清第一次訪談中

不清楚的部份以及補充第一次訪談的不足，並於訪談後先將訪談錄音及現場

札記整理成逐字稿，再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傳遞給受訪老師確認，待老師確認

無誤後即進行資料分析。雖然研究者在訪談前就已經擬定了訪談大綱，但是

在訪談進行中，為了讓受訪者在訪談時感到自在，研究者以類似朋友之間聊

天的方式進行半結構式的訪談，並依據訪談的實際情形，調整訪談問題。茲

將資料蒐集方法及內容之概要整理如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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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資料蒐集方法與蒐集的內容概要 

資料蒐集方法 蒐集內容 

觀察法 ⒈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互動的方式及內容。 

⒉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互動的方式及內容。 

深度訪談法 ⒈受訪老師的學經歷背景資料。 

⒉園所的基本資料。 

⒊園所收過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類別。 

⒋教師經驗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互動的方式及內容。 

⒌教師經驗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互動的方式及內容。 

貳、資料整理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觀察法以及深度訪談法進行資料的蒐集，在資料整理的部份將觀

察紀錄和訪談錄音分開整理，其中觀察紀錄的整理格式如附錄四所示，在整個

研究過程中皆以同樣方式紀錄；訪談資料的部份則以問答的方式，將研究者以

及受訪老師之間的對話逐字紀錄下來，並於紀錄完成後，請受訪老師進行確認

和修正，以確保可以忠實的表現受訪老師的觀點。 

而資料分析的部份，研究之所以進行資料分析，其主要目的在於萃取概念、

形成主題，最終希望能建立理論。其方法主要依靠不斷持續的比較、想像、分

析性思考以及概念化（胡幼慧，1996）。 質的分析首要的任務在於「描述」

（description）（吳芝儀、李奉儒，1995）， 透過現場的觀察紀錄以及訪談的

錄音的逐字稿，從中找出主要的概念和主題。資料的分析在資料蒐集的過程中

持續進行，在研究過程中，逐步把訪談逐字稿及觀察札記編碼，建立標籤及索

引，寫下心得及詮釋，並列出主要的概念。最後，從中找出主題，並呈現學齡

前融合教育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的互動情形，以及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互動情形。本研究由於將觀察資料以及訪談資料分開整

理，所以再進行資料分析時，也將觀察資料和訪談資料分開編碼，並分別進行

資料的分析，茲將觀察紀錄的分析方式和訪談逐字稿的分析方式分別說明如

下，並將資料編碼時所使用的代號整理如表 3-2-2：  

一、觀察資料的分析（如附件五） 

在進行觀察資料的分析時，為了清楚的對資料進行分析與歸納，依照下

列步驟進行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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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畫出觀察紀錄中重要的敘述句。 

㈡判讀標示的重要敘述句中互動的對象，將互動對象區分為教師和同儕兩

類。 

㈢判讀標示的重要敘述句中互動的方式，將互動方式區分為口語互動和非

口語互動兩類。 

㈣判讀標示的重要敘述句中互動的內容，將互動內容給予意義編碼，以利

研究結果的撰寫。 

㈤給予標示的重要敘述句編碼。 

二、訪談資料的分析 

在進行訪談逐字稿資料的分析時，為了清楚的對資料進行分析與歸納，

依照下列步驟進行資料分析： 

㈠畫出訪談逐字稿中重要的敘述句。 

㈡判讀標示的重要敘述句中的主要概念，將主要概念分為同儕互動、師生

互動以及教師的態度等。 

㈢判讀標示的重要敘述句中的內容，將互動內容給予意義編碼，以利研究

結果的撰寫。 

㈣給予標示的重要敘述句編碼。  

三、資料分析使用之代碼整理 

在進行資料分析時，為了保護研究參與對象，一律以代碼表示，同時針

對資料內容補充說明與省略的部份代號加以整理如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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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資料分析之代碼意義 

代碼類別 代碼舉例 代碼 意義說明 

觀 表觀察紀錄 

0216 表觀察日期 
觀察紀錄分析代

碼 
觀 0216：23-28 

23-28 表觀察紀錄上的行數 

訪 表訪談逐字稿 

Ａ 表受訪老師 

1 表第一次訪談紀錄 

訪談逐字稿分析

代碼 
訪Ａ105 

05 表訪談紀錄的頁數 

Ａ 表受訪老師 

Ｂ 表受訪老師 

ａ 表觀察之多重障礙幼兒 

ｂ 表觀察之發展遲緩幼兒 

Ο 表其他老師或是一般幼兒 

… 表紀錄的省略 

※※ 表觀察班級 

紀錄使用代碼  

（） 表針對紀錄文字的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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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者的角色 

 以質性研究方法而言，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透過研究者本身開放的

態度，期能順利進入受訪者的主觀世界，故研究者本身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在思索研究者的角色時，期望從研究情境、研究參與者、以及個人特質和價值

觀中去界定。在進入研究場域的時候，我期望以詮釋學的觀點進入，而詮釋學

指出「我們在理解的過程中必須帶著自己」，此外，詮釋學也要求每一位研究者

對自己的詮釋負責（胡幼慧，1996），研究者帶著自己的主觀進入現場是必然的，

但是要能懂得去檢視和反省自己的主觀。 

 在剛開始進入幼稚園時，我是將自己定位為「旁觀者」的角色，進入教室

中，坐在教室的角落觀察教師、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以及一般幼兒他們之間的互

動。但是經過幾次的觀察之後，發現部份幼兒會主動跟我交談，或找我協助，

有時候老師也會請我協助幼兒進行活動，這樣的情形曾經困擾我一段時間，因

為擔心自己的參與會讓研究失去焦點，同時也擔心過度參與破壞了原有的互動

情境。所以，最後決定用部份參與的方式進行觀察研究，在教師或幼兒真的需

要協助時才參與活動，其他時間則單純進行觀察與紀錄。除了在幼稚園的觀察

之外,為了可以更深入的瞭解教師於融合教育的看法，以及教師帶領融合教育班

級的信念，同時也希望透過訪談了解教師帶領融合教育班級時，她的觀察與發

現。我和教師進行個別訪談，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我除了是「半參與觀察者」、

「訪談者」，同時扮演「聆聽者」角色。而在離開現場後，我會將所蒐集到的資

料依據紀錄時間加以整理、編碼，同時進行分析，我開始扮演「資料分析者」

的角色。 

綜上所述，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是一個具有「部份參與的觀察者」、「訪談

者」、「聆聽者」以及「資料分析者」等多重角色的研究者，透過這些角色進行

與研究相關的資料蒐集，旨在瞭解融合教育班級師生及同儕互動的情形，不做

評論與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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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希望透過觀察紀錄與訪談的分析，清楚描繪出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師

生及同儕互動的情形，以期能了解在融合教育班級中，如何藉由同儕互動、師

生互動及親師互動，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成長。茲將本研究進行之流程說明

如下： 

壹、確定研究目標及架構 

透過現有之觀察資料，確定研究的主題，並擬定主要目標及架構。 

貳、相關文獻及資料蒐集 

確認研究主題之後，立即針對研究目的進行「同儕互動」、「師生互動」以及

「融合教育」相關議題蒐集文獻資料，並將所蒐集的資料加以閱讀、分析，進

行歸納整理。 

參、進行深度訪談及資料的再蒐集 

根據觀察資料進行深度訪談，使研究相關資料更行豐富，以利日後進行分

析，除此之外，在此階段仍繼續蒐集相關的文件資料及研究文獻，期使日後分

析時可以有較為完整的依據。 

肆、進行資料分析與討論 

將蒐集的觀察紀錄、訪談紀錄及相關文件資料進行詳細分析，並與相關研究

文獻作比較。 

伍、彙整研究結果 

將分析比較的結果加以整理，使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實施情形得以用文字加

以呈現，並提出本研究之結論，並對學齡前融合教育的實施提出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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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有實際之研究限制分述如下： 

壹、因為本研究是以一個班級為主，雖然深入的探討了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和一般幼兒之間的互動情形，以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互動的情

形， 但是因為研究對象、背景及情境的不同，應會有不同的溝通過程及結

果，因此，本研究結果並不能廣泛推論至其他幼稚園的融合教育班級實施情

況。 

貳、由於考量到幼兒的口語能力，因此本研究僅針對教師進行主要訪談，未能

了解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以及一般幼兒對於互動情形的看法。 

參、幼兒的成長與改變，影響因素除了環境也包括本身的成熟，本研究對於幼

兒生理發展的部份，在研究上確實有難以克服的研究困難，因此僅以幼兒外

顯行為的改變及環境的影響為主。 

肆、由於研究者本身時間及經費上的限制，難以長時間持續進行觀察，所以在

研究者無法實際進行觀察的部份，僅以教師的陳述為主，其中包含教師過去

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