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旨在從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透過觀察學齡前融合班級中教師和特

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互動，以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的互動；並訪談學

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之教師，依據其帶班的經驗，說明她所經驗到的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互動，以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的互動，探究

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師生及同儕互動的情形。茲將師生互動及學生同儕互動分

為口語及非口語兩個部份，並分別論述在口語互動及非口語互動中，他們主要

進行溝通的內容，並於最後進行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實施情形之討論。故本章

各節主要論述如下：第一節為特殊需求幼兒與一般幼兒之間的口語互動情形；

第二節為特殊需求幼兒與一般幼兒之間的非口語互動情形；第三節為特殊需求

幼兒與該班級任教老師之間的口語互動情形；第四節為特殊需求幼兒與該班級

任教老師之間的非口語互動情形；第五節為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之實施情形。 

 

第一節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與一般幼兒之口語互動情形 

本研究場域實施融合教育已經五年，在這五年的時間中教師所接觸的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除了發展遲緩、多重障礙、智能障礙以及視覺障礙等一般學前教育

機構中常見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外，還曾經收過成骨不全症以及血管瘤的幼

兒。在這幾年中老師們一直採用「自然」的方式進行融合，根據教師的說法，

在這個班級中的幼兒，並不會被清楚的告知班上有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或者是

哪幾位是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除了成骨不全症以及血管瘤這兩類可能會在活動

過程中，因為稍有不注意就出現生命危害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教師在必須清

楚說明以維護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安全的狀況下，通常是以這些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的安全為出發點，告知幼兒因為他們比較容易受到嚴重傷害，並不會以特殊

教育需求的名義或是這類孩子本身的鑑定名稱給予標籤。告知的主要用意是在

提醒幼兒注意，以維護他們的安全。在教師的觀察中，這樣的告知並未對特殊

教育需求幼兒或一般幼兒造成困擾，他們發現雖然沒有指派幼兒協助或保護班

上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但是在幼兒的每日相處中，幼兒會出現自發性的保護

行為，或是主動與他們互動。但是根據 B 教師的觀察發現，並非所有的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或一般幼兒都可以發展出兩者之間的互動。本節就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和一般幼兒之間的口語互動進行討論，茲將研究結果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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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同儕口語互動的主要內容 

就教室觀察紀錄及教師訪談資料分析，發現可以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

幼兒之間的口語互動內容歸納為下列幾項： 

一、遊戲活動的討論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自由活動情境中，除了個別活動之外，有時候也會

有一般幼兒參與，而這類活動中為了使遊戲進行的較為順利，一般幼兒和特

殊教育需求幼兒之間就會出現互動情形。在這類型活動中，口語的互動是較

為主要的一種方式。在這個班級中，觀察的對象為二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其中一位是多重障礙（ａ）、另一為發展遲緩（ｂ），在觀察的過程中發現這

二位幼兒平常與同儕互動的情形，並不相同。由於ｂ平常會比較早到幼稚園，

而觀察班級在幼兒入園後會進行自由探索活動，因此可以觀察到ｂ和一般幼

兒進行遊戲互動的情形，而ａ因為到幼稚園的時間幾乎都已經是幼兒吃點心

的時間，所以在觀察中只紀錄到一次他有參與早上的自由探索時間。 

ａ和ｂ在遊戲活動的部份，通常都是一個人獨自活動，偶而會有一般幼

兒參與他們的活動，當一般幼兒參與活動時，一般幼兒會提出要如何進行遊

戲，但是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回應的方式，只是靜靜的看著一般幼兒進行遊戲

或是教具的調整，然後跟著玩，沒有說明自己的意願。如果這兩位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都在教室中，則遊戲的夥伴就是他們彼此，在活動的過程中，偶而

會出現對於積木擺設的意見，但是沒有交流，只是依照自己的意思在同一個

結構下各擺各的，通常只是一起玩同一個教具，在觀察中發現，他們兩位最

感興趣的是軌道積木和小火車的組合，在活動中如果有互動的情形發生，通

常是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間相互討論組合的方式。 

ｂ蹲在教室的正中央，排列著軌道積木，並將小火車放置在上面滑動，一位剛進入班上的

一般幼兒湊進來與特殊需求幼兒一起玩，Ο 說：「把軌道放在這邊，這樣火車就可以跑一圈。」

然後就移動ｂ原本擺放的積木形式，ｂ則靜靜的沒有任何反應，只是看著 Ο 把積木做調整，

然後移動小火車進行遊戲，火車就依著軌道或滑行或手動的繞了一圈，ｂ似乎覺得有趣，

所以笑了笑，也開始進行遊戲，但過了一會兒，Ο 離開這個區域到地墊區和其他幼童一起

活動。（觀 0216：23-28） 

由於今天老師們忙著準備進行大學習區活動的相關佈置和資料，所以幼童們跟著我一起上

樓，進入教室後，他們便開始進行角落活動，ｂ直接走到擺放積木教具的櫃子，拿出一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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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需要的軌道積木和其中的小火車車廂，開始進行組合軌道的工作，並自己玩了起來，

過了一會兒ａ到教室，他放好自己的東西之後也過來加入ｂ的活動，在活動過程中，他們

兩位用我聽不太清楚的語言進行交談，觀察他們的動作，似乎是ａ說了要如何擺放軌道，

但是ｂ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在相互移動調整之後，開始一起玩，班上的一般幼兒則各自找

尋自己想要操作的教具，兩者之間沒有互動。（觀 0219：11-18） 

今天我在 8 點 55 分進入教室，Ａ老師在站前門邊收作業，還有幼童帶來的一些跟主題相關

的水果，同時翻閱幼兒所交的作業，並且把有將作業完成者放置在一旁準備分享。幼童則

是帶著名牌到自己喜歡的角落進行活動，班上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ｂ已經到教室，他依然

拿著那一籃組合軌道積木和小火車，獨自在進行操作玩耍，有部份蹲坐在ｂ的右後方的一

般幼兒也進行堆疊積木的遊戲，在遊戲過程中，一般幼兒需要使用到小火車，所以一位一

般幼兒就回頭說了一句「借我一下」，伸手就拿了一部小火車，ｂ只是靜靜的看了一下，但

是過了一分鐘，一般幼兒幼拿走了一輛小火車，這時ｂ則轉而向老師求助。（觀 0223：3-8） 

在以遊戲為主的口語互動中，老師有時候會刻意營造情境讓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進行互動，例如：可以安排遊戲器材不足，使幼兒必

須進行溝通協調的工作，以滿足自己也想要參與活動的目的。 

有時候我們會刻意的去請孩子分享，比如說像今天中午吹泡泡，有些孩子我們就不會每一

個人一人一份，那就會要，比如說「某某人你去找誰，然後你去跟他一起用」，那孩子在這

個狀態就需要用語言去跟人家協調。（訪Ｂ108） 

從上述的活動情形中可歸納出，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以遊戲為主的口語

互動中，不同的幼兒會出現不同的對話情形。而根據Ｂ老師的觀察發現，只

要ａ和ｂ都在班上，他們通常的玩伴就是彼此，這種情形在ａ來說尤其明顯，

而ｂ可以和其他普通同儕一起遊戲，但只是扮演順應的角色，而為了增加特

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可能的口語互動，老師會可以營造需要合作

的活動情境，讓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活動中有機會練習與人互動。 

二、命令式語言的表達 

在教室互動情境中，幼兒偶而會出現命令式的語言，通常是在一般幼兒

身上出現，例如：「老師說不可以玩這個。」透過這樣的語句表達來要求同儕

的行為，這種現象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身上較不常見，但是在觀察的過程中，

卻出現了這樣的對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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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大約兩點三十分，老師依照過去的作息，將幼兒叫喚起床，然後請幼兒收拾，通

常如果沒有特別交代，幼童即可以開始進行自由探索時間，而今天也是一樣，幼兒起床整

理好後，準備開始活動，ａ突然站在擺放積木的櫃子和娃娃家的前面大叫說「不可以玩」，

Ｂ老師停下手邊的工作看看他，然後沒有回應繼續幫幼兒綁頭髮，其他幼兒也僅是看他一

眼，繼續自己的活動，可能是因為沒有人理會他，所以ａ這次更大聲的叫「不可以玩」，這

次所有的幼童都停下來，看看他，然後轉向詢問老師說可以玩嗎？這時老師才說可以玩，

ａ在聽到老師的回應後才開始搜尋他想要玩的東西。（觀 0607：10-18） 

這是我第一次觀察到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突如其來的命令式口語，也是唯

一的一次，連老師都嚇一跳，所以我問了Ｂ老師，這樣的情形之前曾經發生

過嗎？今天是有特殊狀況嗎？老師回應說過去並沒有這種現象，她也不清楚

為什麼會是這樣，可能是因為之前她通常在幼兒整理好後會說「可以去玩了。」

或是請幼兒喝水，上廁所等等交代一下，今天可能是因為她沒有說吧，所以

ａ可能誤以為不可以進行活動才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另外，在訪談Ａ老師的過程中，她提到「有一些比較特殊孩子是他沒有辦法跟

人家做溝通，比如說沒有辦法問你說你可不可以借我？他用搶的，或者是說你那個東西不能在這

裡玩哦，結果小朋友根本不理他，就是說他沒有辦法跟人家現在的狀況做連結的孩子，可是小朋

友可以包容，比如說像我們班的中度智能障礙幼兒 2（教師陳述時是使用幼兒的名字，這裡以診

斷類別代替，由於班上同時有兩位中度智能障礙幼兒，所以在診斷類別後加上數字以便區別）他

就是比較沒有跟人家做一個互動，可是小朋友可以包容，比如他會說「好，小朋友收玩具」，然後

有些小朋友就會聽他的話，有些小朋友會不理他，然後他就會去管人家，然後人家會跟他講說「老

師沒有說」，然後他就會跑來跟老師講說「老師，誰誰誰不收玩具」，可是你可以發現他並沒有跟

一般幼兒做直接溝通，很多有些小孩會吵架，所謂的那種爭執吵架什麼的，他沒有，他會去下指

令，然後會去跟老師講，可是實際上他並沒有跟孩子做所謂的平等的溝通。（訪Ａ105）」 

在這種互動情形中，可以看到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自己發出的命令，在同

儕之間部份一般幼兒會依照其指示進行，但部份一般幼兒反而是不予理會或

向老師查證，在這樣的過程中，這種互動情形並沒有達成雙向溝通的目的。 

三、衝突情境的口語爭執 

人與人的互動中難免會有摩擦，在幼兒互動情境中也是如此，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在與一般幼兒互動情境中，也出現了爭執的情形，但是不同的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有不同的表現方式。像ａ和ｂ在口語互動上就有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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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應，以ｂ而言，他通常都不說話，即便是正在進行的活動被破壞，或

者是他需要的東西被拿走，他都只是看看那位一般幼兒，然後停頓一下，

或是找老師求助，不然就是不予反應，沒有主動要求歸還的動作。而ａ在

遇到一般幼兒出現口語挑釁時，他會用口語回應。 

ａ剛剛去參加語言治療，現在才回到教室，A 老師正在討論到木柵動物園校外教學的事項，

ａ走進教室到我前面坐下，一起參與討論，在我們的左手邊有三位女生，他們正在討論著

當天他們想要進行的活動，要和誰一起，沒有注意Ａ老師正在討論什麼，他們之中有一位

突然說「不要跟ａ一組，不要跟他一起玩。」ａ聽到後起先只是看看她們，沒有給予理會，

但是因為他們的話提一直圍繞著不要跟ａ一起，所以ａ有點生氣，就也回應說「不要跟妳

一起玩」，雙方面開始出現言語上得爭執，同時爭執聲音越來越大，Ａ老師並沒有出面制

止。……（觀 1014：32-39） 

在衝突情境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ａ會為自己的權益或是委屈提出口語

回應，但是相對而言，ｂ則比較是沉默以對，不太會去爭取，但是ａ因為口

語能力、發音等和同年齡的一般幼兒有一段差距，所以當他在口語回應上出

現困難時，他會選擇其他方式進行回應，這個部份將留待下一節中說明。 

四、一般幼兒提出的活動協助或指導 

在觀察的過程中，每當教師進行分組活動時，也同樣會給特殊教育需求

幼兒安排工作，但是他的工作內容並沒有特別調整過，除非老師另外想到有

什麼是適合他進行的活動，才會做調整。在活動的過程中，部份動作比較迅

速的幼兒在完成指定的工作號，會主動的觀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所進行的活

動，同時提出自己的意見，或告訴特殊需求幼兒可以怎麼進行，或是詢問能

不能讓他一起參與，有時候則出現評論性的語言。 

點心時間結束，幼兒上樓準備開始今天的活動，由於上一次的主題已經結束，這週是新的

主題開始，這個主題是「交通工具」，全園希望可以有一個共同的情境佈置，老師們希望把

園所營造成火車站，而班上分配到的工作室設計鐵道，由於昨天已經進行過討論，所以Ｂ

老師在簡短的回顧之後就開始進行分組活動（石頭組、枕木組），Ａ老師進入教室即走到ａ

和ｂ的身邊，參與他們的活動，他們是負責畫石頭的，Ａ老師在看過他們的作品後，因為

他們畫的很小，所以老師就趴下來一邊告訴他們要畫的大一點，同時也拿起彩色筆在他們

的圖畫紙上做示範。有部份一般幼兒已經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將工作交給Ａ老師，Ａ老

師即開始處理護貝的工作，沒有在指導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同時請小朋友幫忙把已經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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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頭剪下來，部份一般幼兒因為工作已經做完了，所以開始在教室四處看，他們看到ａ

畫的石頭，只是用彩色筆在圖畫紙上以點的方式點出一堆小圓點，有一位就說：「ａ，不是

這樣畫啦，石頭要畫大一點。火車的石頭沒有這麼小的啦，這樣不對。」但是ａ並沒有給

予回應，只是繼續自己的動作。而ｂ在聽到一般幼兒的話之後，原本他也是畫一些小圓圈，

他開始把它加大。（觀 0318：39-54） 

今天的分組活動是要佈置教室的情境，在交通工具的主題之下，他們發展出公車、汽車等

小活動，所以要把教室地板設計成馬路，而今天的活動要將規劃好的馬路標上標線、然後

安置交通號誌以及在馬路的周圍用積木建築房子，所以將全部的幼兒分成這三組，ｂ被分

配到剪交通號誌，Ｂ老師則在指導畫馬路標線的幼兒進行活動，之後拿出一些綠色的黏土

和吸管，然後請負責剪交通號誌的幼兒把他們剪好的交通號誌黏在吸管上，然後Ｂ老師將

黏土撕一小塊放在手上搓成圓形，之後他請ｂ把還沒有剪好的號誌交給其他幼兒，然後告

訴ｂ怎麼搓圓形黏土，一邊說明一邊示範，並請他開始搓黏土，準備用來固定交通號誌，

部份幼兒完成自己剪貼號誌的工作後，湊到ｂ的身邊，看他在做什麼，同時告訴他要怎麼

搓，並且詢問可不可以讓他們玩，但是ｂ沒有回應。（觀 0329：70-80） 

一般幼兒會因為好奇而去觀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做些什麼，然後給予

指正或是想要參與，但是ａ和ｂ都沒有給予任何回應，所以一般幼兒沒有辦

法進一步進行互動，只能站在旁邊觀看。 

五、活動經驗的分享 

由於特殊教育需求在園所中的活動和一般幼兒完全一樣，所以大學習區

結束後，老師會請同學分享剛剛參與活動的心得，在沒有刻意安排的情鏡中，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很少有分享的機會，藉由教師的指定，讓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有機會和同學分享，同時引導同儕之間互動的進行。 

大學習區活動結束了，各班的幼兒帶著自己的作品以及紀錄簿回到教室，在幼兒喝水、上

廁所之後，Ｂ老師引導幼兒坐在團體討論的區域，進行分享活動，在三位一般幼兒分享完

後，Ｂ老師請ａ分享：「我今天去～動物園玩。」Ｂ老師：「你哪裡動物園，你要說我剛剛

去 Ο 老師的教室。」當Ｂ老師教ａ說話時，……Ｂ老師繼續問ａ：「你下一次要跟誰去溜滑

梯？」ａ：「ｂ」Ｂ老師又教ａ跟ｂ說：「ｂ下次去溜滑梯」，ｂ點點頭。（觀 0304：58-63） 

貳、討論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發現，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在口語互動採取的策

略為順應、沉默，在互動的內容上以遊戲或課程活動為主。以下就同儕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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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及影響同儕口語互動的因素分別加以討論。 

一、就同儕互動的類型而言 

依據正向行為、負向行為、中性行為等三種互動類型，將特殊教育需求

幼兒和一般幼兒的口語互動行為說明如下。 

㈠正向行為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互動的過程中，一

般幼兒的以正向口語互動行為表現為主，例如他們會提供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活動進行的意見、主動提出協助他們的意願、或者是和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分享他們的想法。但是在不同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身上，正向口語互動

行為的出現就有不一樣的情形，ａ和ｂ在口語能力及社交能力上，比一般

幼兒的發展要慢一些，在班級中他們的口語能力較差，當他們和一般幼兒

互動時，因為口語能力的不足，所以比較少會出現正向口語互動行為，但

是若今天的互動對象是他們彼此，他們之間就會出現分享與協助等正向口

語互動行為，同時會合作進行遊戲，而且當老師詢問ａ下一次參與活動時

想要和誰一組時，ａ會毫不猶豫的出現邀請ｂ的正向口語行為。 

㈡中性行為 

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互動的時候，中性口語互動行為主要

以一般幼兒為主，他們在活動進行中提出問題，希望獲得一些回應，但是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通常沒有清楚的表示意見。所以在研究過程中，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身上比較少看到所謂中性口語互動，但是口語能力比較好的特

殊教育需求幼兒則會出現以提出問題為主的中性口語互動行為。 

㈢負向行為 

研究結果發現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的負向口語互動行為

上，以衝突、命令等行為為主，而提出負向口語互動行為的以一般幼兒為

主，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會在衝突情境中也出現負向口語互動行為，但是會

是在一般幼兒說完之後，再以同樣的方式做回應。另外，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會出現命令式負向口語互動行為，而一般幼兒通常會是因為老師曾經說

過不可以做什麼，而有幼兒從事被禁止的活動時，會以「老師說不可以玩」

的方式傳達意見，沒有「突發」、或「自己決定」的命令式負向口語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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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 

綜合上述三種互動類型，洪馨徽（2000）的研究指出在學齡前融合教育

班級中，不論是一般幼兒或是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他們的互動行為中，正向行

為皆高於負向行為。本研究中發現，一般幼兒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進行互動

時，以正向的口語互動行為為主，負向或中性口語活動，雖然在觀察紀錄中

可以發現，但是都只有一兩次的紀錄，而就教師的訪談資料也可以看到負向

的行為在班級中不常見。而所謂正向口語互動行為依據曾葆賢（2004）所做

的歸納，包括有協助他人、合作、表示關切、接受他人邀請以及提供意見等。

但是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方面，正向口語互動行為則因不同的特殊教育需求

幼兒而有不同，其中多重障礙和發展遲緩的幼兒在正向口語互動行為上，因

為口語能力較差所以在和一般幼兒互動時正向口語互動行為就幾乎沒有出

現。如果是這兩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一起進行遊戲互動時，則會出現「分享」、

「協助」等正向口語互動行為。此外洪馨徽的研究中也發現不同類別的特殊

教育需求幼兒在互動行為上會有差異。若以教師的經驗而言，雖然同為智能

不足的兩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他們之間的正向口語互動行為也會有差異，

因此，無法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口語互動的部份，很清楚的以正向、負向或

中性行為加以區隔。但若是將正向口語互動行為與負向或中性口語互動行為

加以比較，整體而言正向口語互動仍較其他兩者高，其中負向口語互動行為

又比中性口語互動行為高。 

二、就影響同儕口語互動的因素而言 

由於研究中發現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間在口語互動行為表現上差異性

高，依據教師的觀察發現，老師們認為會影響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

之間口語互動的因素包括：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人格特質、口語能力、老師

的引導以及一般幼兒之人格特質，這些影響因素和高令秋（2000）、曾葆賢

（2004）、吳佩珊（2007）的研究中所整理出來的影響因素相同。茲將各項影

響因素說明如下： 

㈠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人格特質 

幼兒之間會由於特殊幼兒本身的特質而出現不同的互動情形，針對個

性較為外向活潑的幼兒，即便他是特殊需求幼兒，一般幼兒仍期待與他互

動，甚至會詢問他想要做哪些活動，但對於較內向的特殊需求幼兒，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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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幼兒較少與之互動，根據教師的觀察，一般幼兒並非排斥或懼怕與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互動，而是當一般幼兒主動的進行互動交流的行為時，

卻得不到特殊需求幼兒的適當回應，經過幾次的嘗試之後，一般幼兒便會

減少和該特殊需求幼兒互動的行為，因此，這類型的特殊需求幼兒在學齡

前融合教育班級中便較少有與他人互動的機會。 

我以我們班現在的中度智能障礙幼兒 1（教師陳述時是使用幼兒的名字，這裡以診斷類

別代替，由於班上同時有兩位中度智能障礙幼兒，所以在診斷類別後加上數字以便區別）

的例子跟中度智能障礙幼兒 2（教師陳述時是使用幼兒的名字，這裡以診斷類別代替，

由於班上同時有兩位中度智能障礙幼兒，所以在診斷類別後加上數字以便區別）的例子

來講好了，中度智能障礙幼兒 1（教師陳述時是使用幼兒的名字，這裡以診斷類別代替，

由於班上同時有兩位中度智能障礙幼兒，所以在診斷類別後加上數字以便區別）那個孩

子他就是很容易跟其他小朋友玩在一起，雖然他的表達呀、或者他的認知概念沒有那麼

好，但是因為他的特質吧，所以孩子很容易跟他玩在一起，那玩在一起，就增加他跟孩

子互動的機會，那因為這樣的互動所以他可以從遊戲當中去模仿其他孩子的玩法，然後

在他的，至少在那個玩方面的建構他是有成長很多。但是中度智能障礙幼兒 2（教師陳

述時是使用幼兒的名字，這裡以診斷類別代替由於班上同時有兩位中度智能障礙幼兒，

所以在診斷類別後加上數字以便區別）這個孩子的特質是他比較喜歡自己一個人看書

呀，或者是自己一個人聽故事呀，那因為他的興趣，所以又沒有去營造那個人特定要去

跟他互動，所以就會變成是他會比較是沈浸在自己的世界裡面。（訪Ｂ201） 

我覺得看小孩子的性格耶，像特殊生也有很多種不同的性格，有些比較活潑，像我們班

上比較活潑的特殊生，就是我剛剛講中度智能障礙幼兒 1（教師陳述時是使用幼兒的名

字，這裡以診斷類別代替），其實是很多人搶著跟他玩，然後他跟人之間的互動哦，因

為節奏很快，小朋友很喜歡他，所以很多人搶著跟他玩。（訪Ａ106） 

㈡幼兒語言能力 

語言是人類用來溝通及傳達訊息的重要工具之一，在學齡前的教育環

境中，經由活動的安排，可以適當的提供幼兒運用語言及學習語言的機

會，但是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互動時，有些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在口語表達能力和同年齡的一般幼兒做比較時，發現部份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在口語表達能力上略遜於一般幼兒，因此，在互動上就會發現，一般幼

兒會減少和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口語之間的交談，因為他們覺得特殊需求幼

兒「聽不懂」或是「他不會說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會出現互動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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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內容上的減少。反之，若一位特殊需求幼兒在口語能力方面可以和一般

幼兒進行順暢的溝通，能了解一般幼兒所說的語彙，在這樣的情境之下，

幼兒之間的互動則會增加。 

我常常在跟他講話的時候他都沒有回答我，或者他回答我都聽不懂，久了之後，孩子會

自己形成一些互動的方式，比如說那種都不講話或講不清楚的孩子，跟他玩的那個朋

友，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多。（訪Ｂ108） 

㈢老師的態度與引導 

對於口語能力不佳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進行活動時通常會比較退

縮，因為他無法和其他一般幼兒進行互動，為了增加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

一般幼兒互動的機會，教師必須設法提供機會，並加以引導，使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有練習口語互動的機會。在研究觀察中發現，教師對於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並沒有出現比較大的特殊反應，對待他們方式就如同對待一般幼

兒，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所作的行為皆以包容的態度面對，因此，班上

同學也不會用異樣的眼光看待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甚至也不知道班上有所

謂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這樣的作法依據的觀察發現，有助於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融入班級生活的情境，而一般幼兒也會以一般的互動模式和他互

動，可以增加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學習模仿的機會。 

……所以我的感覺上啦，因為一般來講我們還是以大部分的孩子為主，就是說大多數的

孩子為主來設計課程，然後那些一兩個孩子的話就是只能看他跟孩子之間互動，然後我

們其實策略一直在變，就是說一直在修正，那我是覺得對待這樣的孩子就是以平常心，

如果老師像我們對待他們就是一視同仁。然後當然妳私底下就是會有一些課程設計是比

如說妳一直反覆的讓他再去練習那個是，又要很不經意的不能讓孩子發覺說ㄟ妳現在是

在訓練他或怎麼樣，就是說在班上團體時間，妳會很不經意的或者在小組的時候，妳就

是多伸出一隻手去協助他，稍微的多幫他一點這樣子，大概會有這樣子。（訪Ａ103） 

當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出現爭執或是衝突的情境時，在

觀察過程中發現老師的態度傾向於讓孩子自以去處理，所以很少會介入，

即便是一般由而之間的衝突也是如此，根據這樣的現象，老師在訪談過程

中特別說明他們對這類事件的處理態度。 

特殊生跟普通生互動哦，其實我說孩子之間他相處的模式，我們會採取比較放手的一

種態度，就是說讓孩子他如果可以自己解決的時候，我就讓他用他自己的模式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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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時候大人看似不公平，其實如果他們兩個孩子可以接受，我覺得其實也 OK！對，

我們會容許這樣子，但是比較大的原則就是說他不傷害自己跟別人的身體，這是一個大

原則，那還有現在有一些孩子他會有口頭性的攻擊，對，那口頭性的攻擊因為他比較沒

有立即性的傷害，所以我們會在適當的時機，私底下或者是利用活動來提醒這個孩子，

因為現在獨生子女會比較多，所以孩子他會就是跟大人相處，他也以為這是成熟的，他

在使用的時候他可能會用超越他年齡，可是他不知道這樣子說是會傷害到人的，會有這

種情形發生，所以我們會比較注重的是，如果他們可以自己解決他們之間的互動，大人

看似不公平，如果他們可以和平相處，我們是覺得說我們是可以接受的。（訪Ａ202） 

㈣一般幼兒之人格特質 

特殊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的口語互動情境中，除了上述特殊需求幼兒

的個別差異之外，根據教師的觀察，一般幼兒的人格特質也會影響他和特

殊需求幼兒互動的情形。在本研究的場域中，一般幼兒並未被告知班上有

特殊需求幼兒，除非是特殊的個案，如罹患成骨不全症的幼兒或是血管瘤

的個案，在這個環境中才會被提及，原因是這類幼兒在進行活動時必須要

特別加以注意，因為在活動中可能出現的較劇烈的動作或是可能的碰撞對

他們而言具有嚴重的威脅。因此為了預防這類可能傷及他們生命的情形發

生，所以針對這類型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園方會告知全園的幼兒，不僅止

於班上的其他幼兒。目的是要提醒他們一般幼兒，這兩類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比較怕被碰撞或是他不能做劇烈的運動，在活動時可以讓其他小朋友加

以留意，但是在提醒之後，教師並不會安排特別的人員照顧這類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可是他們卻發現，一般幼兒中自然而然就有一些人會主動的照

顧他們，避免可能讓他們發生意外的情境出現，因為這樣的經驗，所以教

師認為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可以不需要被標示出來，也就沒有告知一般幼

兒。 

我在想說為什麼沒有這樣子的就是叫孩子去照顧那些特殊孩子，可能是有受到就是「成

骨不症的幼兒」的影響，因為當初成骨不症的幼兒安置進來的時候，很明顯的在她的肢

體上是跟一般孩子不一樣，那那個時候我們有跟孩子講說，你就跟她相處的時候不可以

去推她呀、碰撞呀，然後不可以讓她跌倒呀，就是有去叮嚀孩子這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們那個時候也並沒有要求班上某一些小朋友要特別去照顧「成骨不症的幼兒」，那

孩子互動了一段時間之後，我們發現有一些小女生她很自然的就是，比如說「成骨不症

的幼兒」下樓梯的時候，那些小女生很自然的就圍在她的旁邊來保護她，然後就是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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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呀，或者是「成骨不症的幼兒」要經過的時候，她們就先出聲說：「讓開讓開，「成

骨不症的幼兒」（教師陳述時是使用幼兒的名字，這裡以診斷類別代替）要過去，不要

撞到她什麼什麼的。」對，所以這個結果讓我們覺得滿意外的也滿溫馨的呀，就是發現

說其實每個孩子的個別差異小朋友是會觀察的，好像也不用老師刻意的去安排所謂的小

天使或什麼小主人，刻意的去要求誰要照顧誰。（訪Ｂ202）  

此外，教師發現一般幼兒會因為自己當天的情緒而影響他跟特殊幼兒

互動的情形，當一般幼兒情緒較佳時，對於特殊需求幼兒的照顧也會比較

多，同時也會有較多的主動互動的發生，但是若是一般幼兒情緒較低落

時，則這類主動和特殊需求幼兒互動的情形則將會減少。因此一般幼兒的

個人特質在他們與特殊幼兒互動時也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決定是否發生

互動情境和行為，同時也決定是否發生正向行為。 

我知道有一些學校的作法是，特殊生一來，他就會告訴一般的同儕說「誰誰誰是需要幫

忙的，所以你們要扮演那個幫忙的角色。」所以普通生他就知道ㄛ～原來我遇到某某人

我就是要幫忙他，所以他會有幫忙的行為，但是我覺得在我們班我們沒有刻意的去說誰

是需要幫忙的，所以他們在特殊生跟普通生的主動協助的這個部分我覺得就沒有那麼的

強，可是我覺得那個強的背後是成人的期待跟要求在後面，所以，我剛剛講第一個模式

的那個學校，普通生會主動的去協助特殊生，可是我們班的互動情形會變得比較是說，

我知道特殊生的需要，可是我普通生願不願意去幫忙，我覺得是看當時的情況，還有普

通生當時的心情，或者特殊生當時的心情，所以我覺得他們是在一個還滿自然的方式裡

面去，去解決問題，就是求助解決問題這樣子。（訪Ｂ108） 

由上述的結果與討論可以發現，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在口語互動

上，不論是正向行為、中性行為或是負向行為，都會受到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本

身的人格特質及口語能力的影響，對於人格特質較為活潑的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或是口語能力較佳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與一般幼兒進行口語互動的機

會就會增加，同時在這個互動過程也會造成特殊需求幼兒在口語發展或社會互

動技巧上的進步。由於本研究所接觸的兩位老師，她們都堅持採用「自然」的

互動方式，所以對於互動較差的狀況，「我是覺得還不至於偏差到他不知道怎麼在這個環境

或同儕的環境生存，我沒有去做介入，只是說，如果我觀察到像中度智能障礙幼兒 2（教師陳述時是

使用幼兒的名字，這裡以診斷類別代替，由於班上同時有兩位中度智能障礙幼兒，所以在診斷類別後

加上數字以便區別）有好一陣子都是同樣的情形的話，我可能就會利用機會，比如說同樣有小朋友在

語文角在做一些活動，那我可能就會比如說拿一些唱歌跳舞的 CD，我就會跟中度智能障礙幼兒 2（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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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陳述時是使用幼兒的名字，這裡以診斷類別代替，由於班上同時有兩位中度智能障礙幼兒，所以在

診斷類別後加上數字以便區別）講說我們現在不要聽故事，我們來跳舞，可能就會加入其他孩子也想

要參與這樣的活動，他們就可以在一個比較自然的環境下去增加他們的互動。（訪Ｂ202）」並未給

積極介入，他們認為給予空間，和包容的環境有助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去建構

出適應社會的能力，學校就是一個小型的社會，能夠在這個小型社會中練習與

人互動，以培養其適應未來社會生活的能力，是兩位老師這幾年帶領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時一直堅持的信念，為了給予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自我成長的機會，老

師也會創造機會增加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口語互動的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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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與一般幼兒之非口語互動情形 

在教學情境中，口語互動可能是一種主要的方式，但是口語互動並不能完

成所有的教學工作，特別是對部份口語能力較差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而言，非

口語互動就顯得相當重要，這類的幼兒可以透過這些方式達到他所想要的溝通

目的，對他們而言似乎也較容易建立溝通的關係，在觀察結果中發現，非口語

互動通常會出現在遊戲進行中，在拿取玩具時，或者是衝突情境，特別是當特

殊教育需求幼兒無法以口語回應時，會出現一些非口語行為，茲將觀察結果討

論如下：  

壹、同儕非口語互動的主要內容 

就教室觀察紀錄及教師訪談資料分析，發現可以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

幼兒之間的非口語互動內容歸納為下列幾項： 

一、遊戲活動的需求 

在遊戲情境中所進行的非口語互動，通常會和遊戲使用的教具有關，以

教具為焦點。在教具的使用上，一般幼兒對於資源的利用較為活潑、多元，

加上他們的思考或想法的轉換也比較快速、多變化，在進行遊戲時，就有機

會出現向其他角落借用教具的情形。通常一般幼兒需要用到其他幼兒正在使

用的教具時，會開口詢問可不可以借用，但有時候他們會直接拿取，並沒有

口語的說明或提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為了達到使用某項物品的權利，有

時候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就會出現非口語的互動行為，而這種

現象出現在不同的特殊需求幼兒身上，會有不一樣的結果。對於ｂ而言，剛

開始可能因為不會影響到他的活動，所以他只是覺得奇怪，東西被拿走，沒

有其他反應，但是如果這項東西他有需要時，就會引發另一種回應的方式，

通常他會選擇請老師幫忙解決。 

今天我在 8 點 55 分進入教室，Ａ老師在站前門邊收作業，還有幼童帶來的一些跟主題相關

的水果，同時翻閱幼兒所交的作業，並且把有將作業完成者放置在一旁準備分享。幼兒則

是帶著名牌到自己喜歡的角落進行活動，班上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ｂ已經到教室，他依然

拿著那一籃組合軌道積木和小火車，獨自在進行操作玩耍，有部份蹲坐在ｂ的右後方的一

般幼兒也進行堆疊積木的遊戲，在遊戲過程中，一般幼兒需要使用到小火車，所以一位一

般幼兒就回頭說了一句：「借我一下」，伸手就拿了一部小火車，ｂ只是靜靜的看了一下，

但是過了一分鐘，一般幼兒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之下，又拿走了一輛小火車，這時ｂ因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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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車的數量已經不符合他遊戲所需，所以走向老師求助。（觀 0223：3-8） 

而同樣的情形如果出現在ａ的身上，他會馬上大聲發出聲音，企圖制止

一般幼兒拿走他的東西的行為發生。 

午休起床後，所有幼兒開始進行整理工作，然後上廁所、喝水，當這些工作進行完成後，

幼兒即開始進行自由探索，ａ到擺放積木的櫃子那裡，把軌道積木和小火車的那一籃拿出

來，然後在地墊前面坐下來操作，其他一般幼兒也依據自己的意願選擇想要操作的遊戲，

這時有一般幼兒走到ａ的旁邊，直接拿走一個小火車，引發ａ大聲的叫喊，意思是說「那

是我的」以制止一般幼兒的行為，但是東西依然被拿走。（觀 0223：61-66） 

在幼兒互動的過程中，有時候為了希望可以快速達成目的，所以他就會

用直接拿取的方式，進行非口語的互動，但是有時候是因為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他無法有效的表達他的需求，或者是他想借用些什麼，但是他不會說，

所以會出現搶奪或者拉扯教具的情形。 

有一些比較特殊孩子是他沒有辦法跟人家做溝通，比如說沒有辦法問你說你可不可以借

我？他用搶的。（訪Ａ105） 

除了因為要爭取教具而出現的非口語互動外，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遊戲

的過程中，一般幼兒提出遊戲進行的建議後，特殊教育球幼兒如果覺得這個

建議是有趣的，也會以非口語的方式回應，然後參與活動。 

ｂ蹲在教室的正中央，排列著軌道積木，並將小火車放置在上面滑動，一位剛進入班上的

一般幼兒湊進來與特殊需求幼兒一起玩，Ο 說：「把軌道放在這邊，這樣火車就可以跑一圈。」

然後就移動ｂ原本擺放的積木形式，ｂ則靜靜的沒有任何反應，只是看著 Ο 把積木做調整，

然後移動小火車進行遊戲，火車就依著軌道或滑行或手動的繞了一圈，ｂ似乎覺得有趣，

所以笑了笑，也開始進行遊戲，但過了一會兒，Ο 離開這個區域到地墊區和其他幼童一起

活動。（觀 0216：23-28） 

二、衝突情境中的非口語行為 

在觀察的過程中發現，一般而言，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班級活動中，通

常是比較孤立或者是單獨進行自己的活動，很少有機會和一般幼兒一起活

動，即便是在戶外進行遊戲，通常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也很少和其他一般幼兒

出現互動行為。在這個班級中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除了ｅ因為他的口語能

力和社交能力和同年齡幼兒相近，所以較能融入班級活動中，而ａ和ｂ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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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及社交方面的能力就顯得比較落後，在活動進行中相對的非口語的互動

就會增加，而在爭執情境中更是如此。 

ａ剛剛去參加語言治療，現在才回到教室，A 老師正在討論到木柵動物園校外教學的事項，

ａ走進教室到我前面坐下，一起參與討論，在我們的左手邊有三位女生，他們正在討論著

當天他們想要進行的活動，要和誰一起，沒有注意Ａ老師正在討論什麼，他們之中有一位

突然說「不要跟ａ一組，不要跟他一起玩。」ａ聽到後起先只是看看她們，沒有給予理會，

但是因為他們的話提一直圍繞著不要跟ａ一起，所以ａ有點生氣，就也回應說「不要跟妳

一起玩」，雙方面開始出現言語上得爭執，同時爭執聲音越來越大，Ａ老師並沒有出面制止，

但是爭執一直沒有結束，一般幼兒仍然在對ａ說「不要跟他一起玩」，ａ在無法用言語順利

回擊及相當生氣的狀態下，朝著這些一般幼兒噴口水，以作為反擊，而一般幼兒這樣的情

境中也出現噴口水的回應行為。（觀 1014） 

除了因為一般幼兒的言語挑釁而引發爭執之外，在活動過程中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為取得某些物品但是遭遇挫折時，有些孩子會拿東西丟擲其他幼

兒，而出現攻擊行為。 

有一個孩子他是剛開始的時候，他會拿玩具攻擊，可是我們處理過之後，好像就也沒有這

種，不是對我們來講造成很大的問題，我當時處理的方式就是讓他知道這樣子對人家會很

不舒服，所以其實我也給他做一個小小的懲罰。（訪Ａ202） 

三、一般幼兒因指派而為的協助活動 

在幼稚園活動中，為了配合活動的進行，有時候必須轉換場地，以本研

究場域而言，幼兒的教學活動範圍主要在二、三樓，而用餐的區域則在一樓，

所以幼兒每天必須轉換空間的次數最少也會有三次（下樓吃點心、吃午餐、

下午放學）。在這個過程中，有時候老師沒有辦法親自引導幼兒進行空間轉

換，通常會指派或是詢求一般幼兒的意願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讓他也可

以順利到達活動的地點，並且參與活動。 

今天是主題成果展的時間，在進行成果展之前，老師先將幼兒做工作分組，因為每個班都

是一個展覽場，所以班上必須有幼兒協助活動的進行，所以Ａ老師將班上幼兒分成兩組，

一組先進行參觀活動，另一組則現留在教室中擔任展場的工作人員，在確定好分組人員後，

Ａ老師接下來將先進行參觀活動的幼兒每三人分成一組。Ο 帶ｂ及另一位一般幼兒。Ａ老

師對著 Ο 說：「這個（指ｂ）沒回來，你就不用回來。」接著一一分組，發給小朋友假的錢

（其實就是早上小朋友做的「票」）。Ο 領完票等Ａ老師說可以去穿鞋子的時候，只是拉



 94

著ｂ和另一位幼兒到門口穿鞋，並沒有口語溝通的行為發生，而ｂ也就這樣被牽著離開教

室。（觀 0311：150-159） 

在這類活動中由於一般幼兒也需要參與活動，而且在教師解說各個活動

區域的主要活動內容時，一般幼兒就可能產生了自己想要完成活動的方式，

或者是規劃好要怎麼樣進行輪流，因此在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時，比較沒

有出現討論，而是以他自己的需求做出發，直接引導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依照

他已經規劃好的進行方式活動，值得注意的是，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也有自己

的想法，當他進入到一個活動區域，如果可以吸引他的注意力或是興趣，他

會反覆一直進行同樣活動，不願意離開，而負責協助引導他的一般幼兒因為

無法將他帶離活動場所，或是在活動進行中太過投入而完全忽略到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所以往往在離開原班教室時是一起行動，但是真的進入活動情境

時，則沒有辦法完全的依照老師的指派一直維持同樣的協助活動。 

四、教師指派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進行的工作 

老師在班級活動進行時，有時候會刻意的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進行服務

性的活動，如幫忙發放學習單、作業簿等等，藉以提高他跟同儕互動的機會。

有時候老師則會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協助拿取教學活動所必須用到的物品，

通常老師安排這樣的活動時，會同時邀請一位一般幼兒和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一起進行，一方面可以確保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完成工作，一方面也可以增加

他與一般幼兒的互動機會。 

所有幼兒都已經吃完點心，Ｂ老師請他們開始集合準備上樓進行教學活動。在上樓之前，

Ｂ老師請幼兒在一樓上廁所，同時等待部份比較慢的幼兒。這時Ｂ老師想起好像有東西沒

有拿，因為在等一下的活動中需要用到，所以Ｂ老師請 Ο 和ａ去辦公室拿瓶子，他們聽到

以後，Ο 拍拍ａ招呼他一下，就一起走向辦公室拿東西，等他們把東西拿來後才上樓。（觀

0401：8-12） 

在訪談Ａ老師的時候，老師提到班上一位中度智能障礙幼兒 2（教師陳述

時是使用幼兒的名字，這裡以診斷類別代替，由於班上同時有兩位中度智能

障礙幼兒，所以在診斷類別後加上數字以便區別），雖然在與其他同儕進行互

動的機會不多，也沒有比較固定或是要好的友伴可以一起活動，但是他非常

喜歡發號施令，針對班上所有的幼兒進行發令，有時候有效果有時候沒有效

果，但他不跟幼兒進行溝通，而是直接找老師，所以與同儕互動行為比較少。

但是老師發現他的領導慾很強。而且他可以熟記班上每個人的姓名和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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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老師會利用這個機會交代他工作，讓他發學習單給班上的其他幼兒。 

班上一位中度智能障礙幼兒 2（教師陳述時是使用幼兒的名字，這裡以診斷類別代替，由於

班上同時有兩位中度智能障礙幼兒，所以在診斷類別後加上數字以便區別），他很喜歡發號

施令的，然後有時候我們就會讓他去，他領導慾很強，他認知很強，他會認得我們每一個

小朋友號碼跟名字，從上學期就這樣子，然後我們會讓他發功課，發學習單什麼的，然後

他就很喜歡。（訪Ａ107） 

透過教師的細心觀察，他們會針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特質，以刻意營

造的互動情境，增加他們和一般幼兒互動的機會。 

貳、討論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發現，特殊教育需求幼兒ａ和ｂ在互動情境中會出現比較

多的非口語互動行為，但是他們的非口語行為比較多沉默或是沒有回應，有時

候則出現攻擊行為。以下就同儕互動的類型及影響同儕口語互動的因素分別加

以討論。 

一、就同儕互動的類型而言 

依據正向行為、負向行為、中性行為等三種互動類型，將特殊教育需求

幼兒和一般幼兒的非口語互動行為說明如下。 

㈠正向行為 

正向非口語互動行為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互動的過程

中，以一般幼兒的行為表現比較多，例如他們會協助指導、帶領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進行活動，但是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正向非口語互動行為，觀

察結果發現他們在接收到一般幼兒傳達的訊息後，通常會先以沉默的方式

觀察，當發現這樣的訊息是有趣的之後，會露出笑容，跟隨著一般幼兒進

行活動，或者是他們在被一般幼兒引導轉換教室時，只是安靜的跟隨指示

進行。 

㈡中性行為 

在研究過程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在中性非口語互動

行為上，比較少見，因為一般幼兒傾向以口語的方式進行互動，特別是以

詢問為主的這些活動，而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因為比較少主動和其他幼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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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活動，因此，中性非口語活動就比較少見，但是如果教師可以利用機會

安排，則可以出現中性非口語互動行為，例如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發放簿

本。 

㈢負向行為 

在研究中發現負向非口語互動行為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

間，通常以衝突的方式出現，例如拿東西丟人、對人噴口水，尤其是當特

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發生爭執的時候，礙於口語能力的受限，特殊

教育需求幼兒，就會非口語的攻擊行為來做自我保護。 

二、就影響同儕口語互動的因素而言 

根據洪馨徽（2000）的研究發現，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多以非口語之身體

接觸和他人進行互動，但是在本研究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進行非口語互

動時，幾乎沒有透過身體接觸的方式進行，而是以其他行為表現。若以正向、

負向、中性行為而言，洪馨徽（2000）指出在互動時不論是一般幼兒還是特

殊教育需求幼兒，其互動類型的出現以「正向口語」、「負向身體」以及「中

性非語言」為主，而本研究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正向非口語和負向非口

語行為比較多，中性非口語行為則需要透過刻意安排才會出現。 

在教師的觀察中發現，老師們認為會影響同儕之間非口語互動的主要

因素就是口語能力的不足，當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無法使用言語進行溝通

時，非口語的肢體動作將是比較有效的方式；而一般幼兒因為聽不懂特殊

教育需求幼兒的語言，所以也轉向以非口語的方式進行溝通。除此之外，

就是當一般幼兒認為自己遭受攻即時他也會用同樣的方式予以回擊，這也

增加了非口語互動的可能。 

由上述的結果與討論可以發現，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在非口語

互動上，不論是正向行為、中性行為或是負向行為，都會受到特殊教育需求

幼兒之口語能力的影響，在他沒有其他更好的互動方式之下，他就會選擇用

自己比較可以使用的能力來進行互動，以達到他所期待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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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與該班教師之口語互動情形 

師生互動是教學現場的核心，在學齡前教育階段，師生之間的關係更因為學

習方式及活動方式與其他教學階段不同而更顯得親密，在這個階段，教師對幼

兒的指導與協助，甚至只是日常的對話，都充滿影響力。而教學，除了直接的

示範之外，更多了口語的指導，茲將研究結果中，有關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該班教師之間的口語互動討論如下： 

壹、師生口語互動的主要內容 

就教室觀察紀錄及教師訪談資料分析，發現可以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

師之間的口語互動內容歸納為下列幾項： 

一、生活自理能力的指導 

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班中，老師在接觸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前都會先接到

一份鑑定報告，在這分報告中明白的說明該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生長史、家

庭背景、發展狀況，目的在提供教師作為日後輔導的依據。因此教師的教學

活動在設計上將會依據鑑定報告上得描述做一些調整，以符合特殊教育需求

幼兒之需要，在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互動中，生活自理能力的養成在

這個階段似乎十分重要。 

午休時間快到了，ａ站在位子上喝湯，Ｂ老師請他移動一下，因為要打掃，可是ａ都不動，

Ｂ老師推他一下，ａ移動了一下Ｂ老師開始掃地，此時我發現地上有一小團大便，便提問

Ｂ老師說：「ａ是不是大大下去了？」Ｂ老師問ａ，ａ點點頭，果真他大便在褲子上。於是

Ｂ老師帶ａ去上廁所。約莫過了五分鐘，一陣驚呼傳到了餐廳了「ａ不會大便怎麼辦呀？」

Ｂ老師一邊說一邊從廁所網餐廳方向走，ａ不會用力，所以找學校中其他班的老師求救，

然後Ｂ老師繼續整理餐廳。過了十分鐘，餐廳終於整理好了，Ｂ老師就到廁所去看ａ，協

助的老師終於幫ａ處理好了，因為褲子髒了，所以幫他腰際綁上衣服，然後直說ａ穿裙子，

Ｂ老師也在一旁附和，說ａ變成小女生，ａ一直在笑，然後跟著Ｂ老師去洗手，之後一起

上樓。（觀 0315：181-191） 

Ａ老師跟Ｂ老師說：「牙齒檢查要 20 個，妳看看要抽哪幾個？」然後走向ａ說：「我要去跟

ａ睡覺。」於是就趴在ａ身邊，因為從剛剛ａ去睡覺到現在已經經過了 10 分鐘，但是ａ還

沒有睡著，而且東張西望所以 A 老師過去安撫他睡覺。然後詢問ａ：「大大下去回去媽媽

會不會罵你？」ａ則點點頭。（觀 0315：21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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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結束，大家都起床了，老師請幼兒先去上廁所、然後喝水，過了十分鐘，Ａ老師帶著

ａ進來，然後請Ｂ老師檢查ａ的睡袋，看看他是不是尿床了，Ｂ老師找出ａ的睡袋，打開

一看，果真尿濕了，Ａ老師就幫ａ處理尿濕的衣物，然後說：「你今天換了兩套衣服，回家

會不會被罵？」ａ點點頭。（觀 0315：259-263） 

二、教學活動的指導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教學活動過程中，尤其是在分組活動時，因為沒有

特別為他專設的組別，所以他所進行的所有活動都會和班上其他幼兒一樣，

但是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又有他特殊的需求，例如：他的四肢比較沒有力量，

或者是他不知道該怎麼用力，以至於他沒有辦法完成活動，這時老師就必須

給予協助。通常在分組活動時，老師都會以班為單位，分別講解等一下分組

活動時各組應該做的工作，並且在所有幼兒前進行示範，而分組後，老師會

到各組觀察、指導幼兒進行活動，但是並不是每一次都會這樣進行，有時候

老師也會在分組活動時間做老師認為和主題有關的活動，或是處理行政事

務。如果老師有分組觀察，就會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進行活動中，發現問題，

然後給予特別的口語說明及動作示範。根據觀察結果發現，當教室中只有一

位教師時，對於分組活動中觀察或協助指導幼兒的部份，會以教師覺得比較

需要協助的組別為主。而通常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被分配到組別是比較容易進

行的，或是和他的能力比較相關的，因此老師比較沒有辦法在活動中給予觀

察和指導 

今天要進行彩繪扇子的活動，但是Ａ老師想要以更多元的方式進行，不單單只是彩繪，所

以她先發給每位幼兒一把扇子，然後給幼兒每人一張有色棉紙，之後Ａ老師示範如何將棉

紙一撕為二，她左右手握著紙的一邊，一手向前，一手向後的就將紙撕成兩半，他邊撕邊

說：「一 二 三撕破」，孩子都笑了。然後Ａ老師將撕破的半張疊在一起，再撕一次，變成

四張，然後三張疊在一起撕，變成六張。大部分孩子都會撕，但ａ無法撕破紙張。Ａ老師

說：「ａ一張都沒有，我們一起幫他的忙。」此時，Ａ老師與其他幼兒的焦點都放在ａ身上，

Ａ老師先嘗試用說的指導他如何撕，但ａ的手似乎沒力，無法撕破，後來老師必須抓著他

的手一起撕。 在老師教ａ的過程中，其他的孩子坐著等待時會聊天，有的會打鬧。此時老

師並未制止幼兒說話。（觀 0227：122-132） 

在教學活動進行中，教師會搭配口語及肢體動作加以說明，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可能聽得懂口語敘述，同時也清楚的明白該如何進行活動，但是礙於

本身發展上的落後，比方說四肢較為無力，這時候教師就必須提供他更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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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而不單只是口語說明及示範。此外，為了讓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可以順

利進行活動，老師也會將活動過程加以步驟化、系統化的指導。 

點心時間結束，幼兒上樓準備開始今天的活動，由於上一次的主題已經結束，這週是新的

主題開始，這個主題是「交通工具」，全園希望可以有一個共同的情境佈置，她們希望把園

所營造成火車站，而班上分配到的工作室設計鐵道，由於昨天已經進行過討論，所以Ｂ老

師在簡短的回顧之後就開始進行分組活動（石頭組、枕木組），Ａ老師進入教室即走到ａ和

ｂ的身邊，參與他們的活動，他們是負責畫石頭的，Ａ老師在看過他們的作品後，因為他

們畫的很小，所以老師就趴下來一邊告訴他們要畫的大一點，同時也拿起彩色筆在他們的

圖畫紙上做示範。有部份一般幼兒已經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將工作交給Ａ老師，Ａ老師

即開始處理護貝的工作，沒有在指導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同時請小朋友幫忙把已經畫好的

石頭剪下來，部份一般幼兒因為工作已經做完了，所以開始在教室四處看，他們看到ａ畫

的石頭，只是用彩色筆在圖畫紙上以點的方式點出一堆小圓點，有一位就說：「ａ，不是這

樣畫啦，石頭要畫大一點。火車的石頭沒有這麼小的啦，這樣不對。」但是ａ並沒有給予

回應，只是繼續自己的動作。而ｂ在聽到一般幼兒的話之後，原本他也是畫一些小圓圈，

他開始把它加大。（觀 0318：39-54） 

今天的分組活動是要佈置教室的情境，在交通工具的主題之下，他們發展出公車、汽車等

小活動，所以要把教室地板設計成馬路，而今天的活動要將規劃好的馬路標上標線、然後

安置交通號誌以及在馬路的周圍用積木建築房子，所以將全部的幼兒分成這三組，ｂ被分

配到剪交通號誌，Ｂ老師則在指導畫馬路標線的幼兒進行活動，之後拿出一些綠色的黏土

和吸管，然後請負責剪交通號誌的幼兒把他們剪好的交通號誌黏在吸管上，然後Ｂ老師將

黏土撕一小塊放在手上搓成圓形，之後他請ｂ把還沒有剪好的號誌交給其他幼兒，然後告

訴ｂ怎麼搓圓形黏土，一邊說明一邊示範，並請他開始搓黏土，準備用來固定交通號誌。（觀

0329：70-78） 

Ｂ老師帶著小朋友進行團體討論，他們今天要製作風車，……討論結束後，Ｂ老師請小朋友

依據剛剛的討論以不同的方式進行風車裝飾，Ａ老師則放下整理上一單元的主題成果的工

作，參與指導小朋友的分組活動，她將ａ和ｂ從原本的組別中帶出來，他們本來需要用剪貼

的方式裝飾風車，Ａ老師覺得他們在使用工具上比較困難，所以就拿出彩色的圓形貼紙，讓

他們利用貼紙進行創作，在提供材料的同時Ａ老師也獎教要怎麼操作，然後示範，之後才讓

ａ和ｂ自己進行，在活動過程中，Ａ老師一直過來指導他們，並且協助完成成品。（觀 1007：

43-52） 

比如說我們今天的需要包香包，那我教過一次之後，能力好的孩子他可以自己縫，可是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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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一些能力不好的他連手眼協調都不太好，妳可能就要很簡單的告訴他說，你現在只要從

這個洞縫到這一個洞，然後你看你的針要一個上，然後在一個下，一個上再一個下，就等於

是妳要把一整套的那種步驟要很有系統的跟他說明，那那個系統說明要加上很簡單的步驟，

所以等於這是一個例子啦，可是常常在課程面對那些能力比較弱的孩子，在要求他達到一些

行為或者達到他完成這個工作的目標的時候，妳就要用很簡單的步驟去教他說，你現在第一

個步驟要做什麼，第二個步驟做什麼，讓他去完成，那可能要求他達到的那種作品的完成度，

不用像一般的孩子那麼多，但是他可以參與在那個裡面。（訪Ｂ108，訪 109） 

在指導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進行活動時，通常老師都會用口語的方式進行

講解，同時加以示範，並且將所有活動進行程序分解成細小的步驟，請特殊

教育需求依照步驟一一完成。好讓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可以充分了解老師要他

做什麼。而有時候在設計這些活動時，會參考職能治療師在進行治療活動後

所給的建議，將治療師的意見納入可能可以實行的活動中加以運用，同時兼

顧課程活動的進行與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獲得相關能力的發展。 

三、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求助時的回應 

在這個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遇到問題或困難的時候，通常會直

接尋求老師的協助，這是一個由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主動進行的互動行為，而

這類行為的發生，通常與活動過程中出現困難有關，包括自由探索時間，他

所操作的教具被一般幼兒拿走、分組活動時間他沒有辦法完成他的工作，這

些時候通常是引發他們出現求助行為的關鍵。 

今天我在 8 點 55 分進入教室，Ａ老師在站前門邊收作業，還有幼童帶來的一些跟主題相關

的水果，同時翻閱幼兒所交的作業，並且把有將作業完成者放置在一旁準備分享。幼兒則

是帶著名牌到自己喜歡的角落進行活動，班上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ｂ已經到教室，他依然

拿著那一籃組合軌道積木和小火車，獨自在進行操作玩耍，有部份蹲坐在ｂ的右後方的一

般幼兒也進行堆疊積木的遊戲，在遊戲過程中，一般幼兒需要使用到小火車，所以一位一

般幼兒就回頭說了一句「借我一下」，伸手就拿了一部小火車，ｂ只是靜靜的看了一下，但

是過了一分鐘，一般幼兒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之下，又拿走了一輛小火車，這時ｂ因為小火

車的數量已經不符合他遊戲所需，所以走向老師求助，他拉拉Ａ老師，老師低下頭問他：「什

麼事？」ｂ只是指著拿走他小火車的幼兒小聲的說：「Ο，拿走我的小火車。」，Ａ老師說：

「你去跟他說，叫他把東西還給你。」ｂ看看老師，沒有移動他的腳步，只是看看老師又

看看那位一般幼兒，Ａ老師再重複一次說：「你去跟他說，去呀！」ｂ似乎覺得求助沒有效

果，所以有些失望的回到剛剛進行活動的地方，繼續他的活動。（觀 022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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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老師將 16 開的圖畫紙再裁成一半，讓幼童在這張紙上畫魚，幼童拿到了紙張就開始畫，

我則到處看幼童畫的結果，幼童也很樂意的給我看，然後有些畫的很小的我會提醒她畫大

一點，我發現有一位一般幼兒畫的很大而且很寫實，另一位的很有創意。之後Ｂ老師在協

助ａ，ｂ則拿著他的紙張過來找我，對我說：「老師，我不繪畫。」因為看到Ｂ老師拉著ａ

手協助他完成，所以我也用同樣的方式，握著ｂ的手引導他將圖案加大，然後告訴他魚的

鱗片可以怎麼畫，並示範一個，之後就交由他自己處理。Ａ老師則不斷的口頭提醒幼兒要

畫大一點，然後拿著金色的長條貼紙準備幫幼童做頭帶，好讓他們畫的魚可以帶在頭上。

有些動作比較快的幼兒已經畫好了，Ａ老師請他們拿著他的作品找她，幫他們把魚接上頭

帶，戴在頭上。當作品帶在頭上的那一刻，他們好高興，過了一會兒，ｂ也完成他的作品

並且拿給Ａ老師，然後很高興從Ａ老師手中接過他的作品帶在頭上。（觀 0517：21-33） 

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求助的行為中，老師有時候會去協助他，有時候則

要他自己處理，這中間很難有明確的界定到底是什麼時候可以獲得協助，甚

麼時候又不行，有時候反而會造成幼兒不知道是否應該求助，或是產生退縮

行為。 

四、活動經驗的分享 

為了增加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口語能力，老師有時候會刻意的請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分享他的經驗，包括對幼兒或者是對另一位活動當時不在教室的

老師說明活動的經驗。藉以增加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練習機會。 

大學習區活動結束了，各班的幼兒帶著自己的作品以及紀錄簿回到教室，在幼兒喝水、上

廁所之後，Ｂ老師引導幼兒坐在團體討論的區域，進行分享活動，在三位一般幼兒分享完

後，Ｂ老師請ａ分享：「我今天去～動物園玩。」Ｂ老師：「你哪裡動物園，你要說我剛剛

去璇璇老師的教室。」當Ｂ老師教ａ說話時，……Ｂ老師繼續問ａ：「你下一次要跟誰去溜

滑梯？」ａ：「ｂ」Ｂ老師又教ａ跟ｂ說：「ｂ下次去溜滑梯」，ｂ點點頭。（觀 0304：58-63） 

午休時間結束，幼童全部都起來了，ａ也起來了，Ｂ老師幫他整理衣服，然後跟他說：「去

跟 Ο 老師說你今天睡在哪裡？」，ａ很高興的跑到我面前跟我說：「阿姨，我今天睡在公車

裡面。」我跟他說：「真的呀！你睡在公車裡面呀！你很高興嗎？」ａ點點頭就跑開去玩了。

Ｂ老師跟所有的幼童說：「去玩吧！」然後Ｂ老師請ａ把作業拿出來，在ａ的聯絡簿上蓋章

並紀錄ａ今天做的活動。這時Ａ老師拿著做加油站要用的加油槍進教室，Ｂ老師跟ａ說：「你

沒有跟Ａ老師說你今天睡在哪裡？」ａ於是跑到Ａ老師前面跟Ａ老師說：「Ａ老師，我今天

睡在公車裡。」Ａ老師則回應說：「真的哦！睡在裡面好不好玩？」ａ開心的點點頭，然後



 102

繼續他的活動。（觀 0405：9-18） 

這不是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自發性的口語互動，但是經過老師的安排，可

以在要求他分享的過程中，協助他的口語能力發展，同時因為分享的對象不

同，在與成人進行分享時，成人如果以口語加以回應，也可以刺激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接受訊息以及嘗試回應訊息的能力。 

五、依據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個別需要的活動 

在老師們引導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學習的過程中，除了有鑑定報告中對於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描述之外，因為有專業團隊的介入，所以在經過語言治

療師或職能治療師的協助下，可以提供老師更多關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發展

上的相關訊息，包括哪些部份是需要加強的，老師可以用什麼方式協助他們，

而教師也願意接受專業團隊的建議，進行相關的教學活動。並且安排部份活

動是可以融入日常生活中的，而不一定需要刻意營造，或是抽離教學。除了

專業團隊的建議之外，也會配合家長的需求，在不影響班級整體教學活動的

情形下，安排相關活動。 

比如說我以ａ做例子吧，ａ當初進來之後，我們知道他的語言的表達的句子比較短，他通

常都是講一個名詞這樣子來表達，所以有時候他在跟我們講說，比如說他說鞋子，那我們

就會，跟他的口語互動方式就是說：「你想穿鞋子對不對？」然後他說：「對」，然後我們就

會說：「那你講我要穿鞋子」，就是等於是用他的能力然後去幫他用仿說的方式，或者是用

肢體協助的方式啊，去幫助他融入這個團體當中。（訪Ｂ105） 

這個部份是教師根據自己的觀察、鑑定報告的說明，甚至輔以專業團

隊在進行職能治療或口語治療時提出的建議，在日常生活中隨機的實施，

不一定需要利用上課時間進行。 

Ｂ老師說：「ａ，今天回家要做拼圖哦！」然後拿出上次Ｂ老師做的拼圖（1-4）讓ａ試試

看，Ｂ老師和Ａ老師跟他一起看，ａ可以清楚的念出數字，也可以看圖片數數。但是在以

圖片數數的部份，當老師進一步詢問：「總共有幾個？」的時候，ａ無法正確說出總數，而

希望他將數字和圖片做對應時，ａ似乎沒有辦法理解，而是拿 1 的圖片企圖和 2 的圖片拼

在一起，所以一直失敗，有兩三位幼兒在旁邊圍觀，並且露出躍躍欲試的樣子，想要提示

ａ，但是被兩位老師制止。經過了幾分鐘的試驗，ａ似乎無法將拼圖順利完成，Ａ老師說：

「我覺得要用具體的東西讓他做。」Ｂ老師回答說：「這也沒有很抽象呀！」Ａ老師於是站

起身拿了三部放在工作櫃上的滑板車（陶土課的作品）讓ａ算，ａ可以準確算出數目，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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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老師進一步詢問總共有幾個時候，ａ可以回答出正確的總數。（觀 0405：23-34） 

這個部份似乎是家長的期待，家長希望老師可以教一些認知的東西，並

且讓他帶回家做，所以Ｂ老師蒐集了一些資料，同時也自行製作相關教具，

並且在自由探索的時間給予個別的教學指導。 

除了針對學習活動上得協助與指導之外，老師的觀察力很重要，因為部

份特殊需求幼兒無法在必要的時間說明自己的需求，老師這時候如果能敏感

的察覺並給予協助，將使特殊教育需求幼兒更容易適應環境，同時也能夠學

習適當的表達自己的需求的方式。 

快九點了，Ｂ老師要小朋友集合上樓，幼兒進教室掛書包，Ｂ老師將手上的學習單放在語

文角，然後去開窗戶。她告訴孩子「要畫的到語文角」，Ｂ老師對全班幼兒說「親愛的～你

們想玩角落對不對？（孩子答：「對～」）可是我們今天要量身高體重，如果沒時間就等學

習區的時候再選」，孩子到走廊排隊，老師在裡面關燈。Ο 告狀：「老師～他拉我的圍兜，

痛死了！」Ο 幫Ｂ老師拿鞋。Ｂ老師過來摸Ｂ老師，Ｂ老師：「不要弄我，去排隊」ｂ在一

邊蹲著，Ｂ老師問：「ｂ你肚子痛嗎？（ｂ點頭）鞋子穿好去上廁所，下次肚子痛要趕快跟

老師說，知道嗎？」等待ｂ的時間，Ｂ老師：「先點個名，一號（小朋友舉手答「有！」）

二號、三號….」Ο（10 號）及 Ο（7 號）回答：「有！有！有！沒來沒來！」小瑜：「那種

瘋瘋的話我不想聽，等一下 7 號 10 號留下來」（觀 0302：42-53） 

在師生互動口語的過程中，教師必須具備敏銳的觀察力，除了針對學習

上得個別需要給予上當的幫助之外，其他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個別需求也應給

予關注，並且適時的提供互動機會。 

六、生活常規的建立 

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的互動中，由於部份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生

活常規上無法完全配合園所的作息，所以老師也會利用口語催促，或是有點

威嚇的語句，希望可以建立他的生活規範，讓他可以融入整個校園生活，同

時也不會影響到其他幼兒的活動權益。但是這類的互動通常是老師單方面發

起的單向口語溝通，以ａ和ｂ而言，他們在行動速度上都是溫吞型的孩子，

所以在班上同學集合時就會出現，「不要等他」、「把他關在外面」這樣的句子，

剛開始幼兒聽到這樣的句子時會出現緊張的態度，開始加快速度，以符合老

師的期望，但是久而久之，他知道老師不可能依照她所說的進行時，這樣的

威嚇語句就不在具有維持良好生活規範的功能，甚至他根本就可以把它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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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心時間結束後，班上的幼兒又回到操場遊戲，ａ與ｂ在一起玩，各拿著一個火箭炮，跑

到操場的另一邊去玩。Ａ老師跟Ｂ老師說：「這兩個兩小無猜跑去哪？」有些孩子跑到樹下

玩，有些孩子拿著排球丟架在操場上的網子，有些孩子騎腳踏車。約莫 11 點，Ａ老師大喊

小朋友進來囉，孩子陸續回到幼稚園大樓，孩子似乎不需提醒，就會將玩具放回收納箱。

大部分孩子都進來了，除了ａ及ｂ，Ｂ老師大聲說「快點，把門關起來，不要給ａ進來……。」

（ａ回來的動作加快），ａ及ｂ在換鞋區不會直接換鞋，似乎會分心，需要提醒，兩位老師

已經去帶洗手上廁所的小朋友，我幫忙提醒他們換穿室內鞋。Ａ老師提醒孩子去洗手上廁

所。上樓前問孩子「上去你可以幹什麼？」孩子回答老師：「喝水」，Ａ老師帶著排成兩行

的孩子上樓，大部分孩子到設置在走廊牆上的櫃子裡拿杯子，並在水壺前面排隊喝水，Ａ

老師進到教室內放音樂，喝完水的孩子會坐在教室的風琴前面，Ａ老師開始發扇子。跟孩

子說「太慢進來就沒有囉～就賣完囉～」。Ａ老師坐在小椅子上搧著扇子，坐著的孩子也著

搧扇子，等待其他孩子陸續進來。有些孩子會站起來，Ａ老師說：「站起來的我就收回來，

還可以再賣一次。」其他孩子都進教室了，只剩ａ還沒進來，Ｂ老師進來時說「快點，快

賣完了…快點，不要給ａ。」Ａ老師將剩下的一支扇子給Ｂ老師，ａ進來時，Ｂ老師問ａ：

「你要不要？」並將扇子給ａ。（觀 0227） 

在學齡前階段，生活常規的建立是幼兒學習的重要項目，對於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老師在常規訓練部份似乎更為重室，期待透過這樣的互動方式，建立特

殊教育需求幼兒良好的稱活習慣，以適應未來的生活。 

貳、討論 

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老師之間的口語互動，仍然

是主要的互動方式，只是這些互動過程中，需要更多的說明，同時要搭配更詳

細的示範，因此影響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的口語互動中可以歸納為下列幾

點： 

一、依據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特殊需要 

教師在開學初就已經接到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基本資料及鑑定報告，而

即將帶領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所在班級的教師，在接獲這些資訊時就會立即閱

讀，並且與搭班老師進行教室環境、教學活動、作息安排的調整與設計，以

營造一個適合其特殊教育需求的環境。但是就教師的經驗而言，鑑定報告所

描述的幼兒在他們實際接觸以後，有時後會發現並不如鑑定報告上所說得那

麼嚴重，因此對於開學前所設計規劃的活動又會出現變動，所以會隨時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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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狀況進行調整。 

接到特殊生之後，我會先看他有什麼特殊需求，那我在教室或者是我在課程進行的時候怎

麼針對他的特殊需求去給他一點協助，可是我會覺得說安置一個特殊生進來，我那時候沒

有想很多，就覺得他就是只有特殊需求，那我的作法是我不會跟其他孩子介紹說這個是什

麼特殊生或是什麼（老師突然笑著說），我們是沒有這樣做，因為我覺得每個孩子即使是普

通生，他還是有他的特殊需求，只是他的需求可能不是那麼明顯，對，那我就是以特殊需

求這個概念去帶特殊生呀或者帶普通生，比較多呈現的互動，可能就是針對他的特殊的需

要吧。（訪Ｂ104） 

我講我的作法啦！我剛剛有講到說我已經看過他的鑑定報告，所以我大概可以知道說，哦，

原來他在語言方面比較弱，或者是他在肢體動作上比較弱，假設他在語言上比較弱，就是

我剛講的就是用那種仿說方式，就是讓他在生活情境當中他就可以去延長他句子的長度。

如果是社會情緒方面比較弱，那我們有時候會很故意的跟他們講說，「我愛你」這樣或什麼

的（老師突然笑了），然後就會擁抱他們啊，這個例子在今年還滿容易見到的，就是像ｇ那

時候進來，那他其實滿容易跟別的小朋友打成一片，可是他不見得會用比較正面或適當的

方式，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會故意用很誇張的說「中度智能障礙幼兒 2（教師陳述時是使用幼

兒的名字，這裡以診斷類別代替由於班上同時有兩位中度智能障礙幼兒，所以在診斷類別

後加上數字以便區別），我愛你，趕快來我抱一下。」這樣子（老師邊說邊開雙手做出擁抱

的樣子）（訪Ｂ106） 

比如說，現在中度智能障礙幼兒 2（教師陳述時是使用幼兒的名字，這裡以診斷類別代替，

由於班上同時有兩位中度智能障礙幼兒，所以在診斷類別後加上數字以便區別）就是說：「Ο

不愛我了。」他就跑來跟我講，我說：「他為什麼不愛你？」他說：「他不跟我玩，怎麼樣

怎麼樣…」，也就是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讓他訓練語言表達，因為他語言表達比較弱，所以

就變成「玩什麼？」，「玩怎樣怎樣…。」比如他說：「射飛機，怎樣怎樣…，不給我玩。」，

我就會說：「好，那你要怎麼辦？」跟他溝通了之後呢，我說：「那你去跟他說…」，那就是

變成他，他自己要去解決，上學期可能老師會幫忙多一點，到下學期的話，老師就會說：「那

你自己去跟他說，說什麼…。」就是變成，你可能要讓他知道我要去跟他說，說什麼。（訪

Ａ108） 

二、依據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人格特質 

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進行互動時，老師在回應及對話上會根

據不同的幼兒出現不同的對應，例如針對比較退縮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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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會評估目前他所面臨的問題，對他而言哪個部份是比較困難的？如果讓幼

兒獨自去面對解決會不會出現危險？若在考量了所有可能的風險之後，認為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有能力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時，教師會引導他獨立解決問

題，而不是幫他解決問題，以培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獨立自主的能力。 

ｂ那時候情況是，他其實推不太動，你跟他說，可是他會就算了，就是變成你要給他一點

刺激，你如果一直幫他，他永遠他都不會做到，……有時候像這種孩子你也要給他一點刺

激，讓他有一點挫折，……就是可能會給孩子這樣的機會去練習，那你今天說：「你自己去

跟他說。」他不去對不對，那你不能說：「ㄟ去跟他說啊，趕快去呀！不然你就不能…。」

因為你這樣子等於是變相的在幫助他，還有「來我帶你去。」是不是很多老師都「我帶你

去」、「說呀說呀，說把那個還給我，說呀！」那你不是幫他說嗎？那旁邊那個小朋友就還

給你，那事情就解決了嗎？我覺得並不是這樣，所以「你去說」，好，那你不去說，對不起

那你就沒有辦法得到你要的那個東西，如果你可以接受，那就算了，所以變成後來就是要

找動機強一點的東西，他一定要，有時候他會，ｂ有時候他會去說，所以就是看那個事情

的動機大不大，它影響到他大不大，他有時候他就會去說，對，他不是每一次都，他有時

候就會去講，可是，然後講對不對，然後我們就會說「ㄚ你這樣子他聽不到，大聲一點。」

或者是像這種孩子我會想說要把握住，我就會讓他 power 強一點，然後甚至有些孩子，我

們會讓他們防護能力強一點。（訪Ａ108） 

三、教師面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態度 

教師是幼兒學習的成人楷模，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對待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的態度，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會有所察覺，當他發現教室氣氛是溫暖而且安全

的環境，他自然就會開始和向外擴展自己的社交生活，同時藉以練習適當的

社交技巧。根據蔡淑玲（1997）的研究中發現，教師在面對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時如果抱持的是比較正向、積極的態度，則他和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互動

會比較多。根據教師訪談的結果，兩位老師都認為教師如果是比較包容、比

較有愛心，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這樣的環境就會比較能夠融入。 

我覺得這樣子自然融合的一個先決條件是，我覺得老師也要先有這樣子的愛心吧！愛心，

可是我不知道能不能這樣說，就是老師先需要有這樣子的態度，就是先去接納跟包容那些

特殊孩子，那不管誰是特殊孩子，老師如果都是用同樣接納包容的態度去跟所有的孩子相

處的話，其實孩子在互動，就是跟老師或跟其他同學的互動，她就很自然的已經去學會接

納跟包容，所以即使對那些特殊生或者是有特別需求的孩子，他們很自然就發展出接納跟

包容還有去協助的一個角色，我想這是我的一個理念啦！（訪Ｂ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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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教師在進行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口語互動時，主要以教學活動的

指導、生活常規的建立、以及針對他特殊教育需求或是發展較為落後的領域，

在教學或一般作息活動中進行安排設計，讓他有機會可以多加練習，同時會針

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本身的人格特質給予指導，期待能提供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發展適應未來生活的能力。 

若以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進行口語互動的語句進行分析，根據 Flanders
歸納的十種師生口語互動的類型，教師的口語表達部份比較多是出現「講解」、

「指令」、「發問」和「鼓勵」，而幼兒的口語表達則以「尋求協助」為主。若以

教師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所提出的訊息進行分析，可以發現，教師與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的互動多採一對一的方式進行，當教師接收到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所

提出的訊息後，會依當時的情境以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能力、特質或需要加

強的部份，給予回饋，讓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有機會可以提昇能力、或加強需要

多加練習的部份。這樣的方式和 Runkel 所提出訊息反饋模式相符，Runkel 在其

訊息反饋模式中提到，在師生互動的過程中，教師的教學行為除了受到他本身

的經驗、個人史的影響之外，學生的行為表現或相關的資訊也會是教師決定行

為的參考架構，並且形成教師的行為與教學策略，這樣的架構在學生身上也回

出現，只是是以學生自己的觀點為出發，當師生之間互動行為產生之後，教師

又開始根據學生的行為表現調整自己的教學策略，同樣的學生也會進行行為的

調整。在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互動也會出現這

樣的情形，教師在開學前就會收到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鑑定資料，在收到資料

並且閱讀之後，教師就會根據自身的專業以即學生的需求進行教學規劃，同時

與搭班老師進行討論修正，當開學後接觸到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教師會根據實

際接觸情形以及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同儕即教師互動的情形進行互動行為的調

整，在這樣的師生互動過程中可以不斷修正與調整參考架構，以符合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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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與該班教師之非口語互動情形 

前一節我們討論了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的口語互動，本節將針對特

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非口語的互動進行討論，在觀察過程中發現，教師

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指導仍以口語為主，但是因為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本身能

力的問題，所以老師會給予較多的非口語互動協助，以補口語互動的不足。根

據研究結果發現，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間的非口語互動的主要內容分述

如下： 

壹、師生非口語互動的主要內容 

就教室觀察紀錄及教師訪談資料分析，發現可以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

之間的非口語互動內容歸納為下列幾項： 

一、教學活動的指導 

由於教學時間有限，每個教學活動和下一個活動之間都有時間上銜接的

問題，當活動時間延長時，勢必會影響到下一個活動，又因為學齡前幼兒的

專注時間較短，因此活動設計就必須要考慮時間因素。一般而言，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在活動進行的時間上，部份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會需要花比較長的時

間才能完成工作，但是他們會因為本身專注時間比較短，所以在進行活動時

比較容易分心，為了完成教學活動，老師會提供相對的指導，以協助他完成

活動。 

吃完點心後老師請幼兒到戶外進行自由活動，大約經過 40 分鐘，老師請幼兒回到餐廳，準

備進行陶土課，由於前一班的活動尚未結束，所以所有幼兒就坐在自己的座位等待，由於

時間稍長，所以Ｂ老師就拿出製作好的海報半成品，一邊將海報完成，一邊帶領幼兒念兒

歌，等到海報完成，也唸了幾次之後，因為陶土老師還沒有下來，所以Ｂ老師請一幼兒上

樓拿出他今天帶到學校要跟幼兒分享的書，當書拿出來正要進行介紹與說明，陶土老師下

來了，所以開始進行陶土課（等待時間約 20 分鐘），陶土老師將今天的活動（製作陶土房

子）的作法做了簡單的講述後，發下材料讓幼兒開始進行活動。Ｂ老師則將剛剛使用的海

報、書籍收到教師辦公區域，然後回到餐廳，加入課程活動，並在活動進行約五分鐘後，

搬了一張小椅子，坐在ａ的旁邊協助他完成他的作品。等到ａ的作品完成，老師又接著協

助ｂ完成作品。（觀 0216：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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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心時間完後，幼兒一樣戶外進行活動，大約 30 分鐘，老師請幼兒集合，然後請幼兒去洗

手、上廁所、喝水，之後回到餐廳集合，準備上陶土課，在等待陶土老師下樓的時間，因

為明天要舉辦校外教學，所以就利用這個時間進行分組，然後說明明天活動應該注意的事

項，大約等了 20 分鐘，陶土老師下來，Ｂ老師收拾好剛剛分組及說明注意事項的東西，之

後回到餐廳協助發放材料，今天做滑板車，因為要寫上名字，所以Ｂ老師回到辦公區域拿

簽字筆，再回到餐廳幫幼兒將滑板車寫上座號同時發給幼兒，大約經過 10 分鐘講解，幼兒

才開始進行製作活動，再幼兒開始活動後三分鐘，Ｂ老師就坐在ａ的旁邊協助他製作滑板

車，等到ａ的滑板車做好了，Ｂ老師又再去協助一位一般幼兒製作。（觀 0315：111-121） 

Ａ老師將 16 開的圖畫紙再裁成一半，讓幼童在這張紙上畫魚，幼童拿到了紙張就開始畫，

我則到處看幼童畫的結果，幼童也很樂意的給我看，然後有些畫的很小的我會提醒她畫大

一點，我發現有一位一般幼兒畫的很大而且很寫實，另一位的很有創意，之後Ｂ老師在協

助ａ，ｂ則拿著他的紙張過來找我，對我說：「老師，我不繪畫。」因為看到Ｂ老師拉著ａ

手協助他完成，所以我也用同樣的方式，握著ｂ的手引導他將圖案加大，然後告訴他魚的

鱗片可以怎麼畫，並示範一個，之後就交由他自己處理，Ａ老師則不斷的口頭提醒幼兒要

畫大一點，然後拿著金色的長條貼紙準備幫幼童做頭帶，好讓他們畫的魚可以帶在頭上。

有些動作比較快的幼兒已經畫好了，Ａ老師請他們拿著他的作品找她，幫他們把魚接上頭

帶，戴在頭上。當作品帶在頭上的那一刻，他們好高興，過了一會兒，ｂ也完成他的作品

並且拿給Ａ老師，然後很高興從Ａ老師手中接過他的作品戴在頭上。（觀 0517：21-33） 

在教學活動的指導部份，老師會主動的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去完成作

品，同時並沒有太多的交談，有時候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只是坐在一旁觀看，

並沒有參與，似乎只是希望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也可以有成品帶回家，而忽略

了可以用什麼方式引導他自己完成，比較容易剝奪了幼兒練習的機會。 

二、生活常規的指導 

在生活常規的指導的部份，老師會利用肢體動作進行，特別是在課程活

動進行時，或者是已經勸說後仍然出現這樣的行為，老師會用比較強烈的方

式給予指導，以加強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常規方面的遵守。 

ａ剛剛去參加語言治療，現在才回到教室，A 老師正在討論到木柵動物園校外教學的事項，

ａ走進教室到我前面坐下，一起參與討論，在我們的左手邊有三位女生，他們正在討論著

當天他們想要進行的活動，要和誰一起，沒有注意Ａ老師正在討論什麼，他們之中有一位

突然說「不要跟ａ一組，不要跟他一起玩。」ａ聽到後起先只是看看她們，沒有給予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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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為他們的話提一直圍繞著不要跟ａ一起，所以ａ有點生氣，就也回應說「不要跟妳

一起玩」，雙方面開始出現言語上得爭執，同時爭執聲音越來越大，Ａ老師並沒有出面制止，

但是爭執一直沒有結束，一般幼兒仍然在對ａ說「不要跟他一起玩」，ａ在無法用言語順利

回擊及相當生氣的狀態下，朝著這些一般幼兒噴口水，以作為反擊，而一般幼兒這樣的情

境中也出現噴口水的回應行為，Ｂ老師由教室外走進來，正好看見ａ在噴口水，她一句話

以沒有說，就走近ａ然後伸出右手將ａ的嘴唇夾住，然後放開，之後ａ就停止噴口水的動

作。（觀 1014：32-42） 

我是覺得我們目前還沒有收到攻擊性比較強的孩子，因為有一個孩子他是剛開始的時候，

他會拿玩具攻擊，可是我們處理過之後，好像就也沒有這種，不是對我們來講造成很大的

問題，我當時處理的方式就是說我讓他知道這樣子對人家會很不舒服，所以其實我也給他

做一個小小的懲罰（笑），有一次他又拿玩具丟人，因為已經講過很多次，當時是在活動室

進行活動，所以我就拿活動室大的那種軟球用力丟他，他當時好像嚇到，處理的方式就是

這樣，那後來這個行為就不見了，所以不知道是這個方法有效呢？還是說班上的氣氛讓他

覺得好像他比較放鬆，不需要做這樣的攻擊動作就可以達到他的目的。（訪Ａ202） 

在生活常規的部份，老師的非口語互動似乎較為激烈，這些活動過程，

雖然在幼兒身上並沒有出現可見的傷害，但是因為會有效的制止不適當的行

為，所以老師會採用這樣的方法進行活動，但是缺少的是思考這行為背後孩

子感受到的是什麼？以及為什麼他會願意停止不適當的活動行為？似乎也提

供教師可以去加以思考的角度。 

貳、討論 

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的非口語互動中，可以發現比較多是屬於指導性

活動，即便是協助他完成作品，似乎都包含有指導的概念在裡面，教師希望透

過非口語的訊息傳達，有效的達到給予幼兒指導的目的，以協助特殊教育需求

幼兒能夠以比較能夠被認同或接納的行為與人相處。雖然這些行為已經達到了

教師期待的目的，但是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接受到這種互動方式的對待時，他

的感受或者是認知則無法被清楚的去判讀，但是行為表現卻給予教師一種反

饋，就是這樣的行為有助於抑制特殊教育需求幼兒不適當行為的產生，可能會

造成日後在指導上出現較為權威或者是較為主觀的行為判斷依據。 

在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非口語互動中，教師所表現的行為若以

Wubbels、Creton & Hooymayers 的教室溝通系統性觀點而言，教師傾向以友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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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行為和責罰的行為為主要互動方式，對於幼兒出現不當行為時會先以勸導

的方式希望他可以改善，但是當勸導並不能完全發揮功用時，處罰行為則會出

現，以達到教師期望幼兒出現適當行為的目的。相對於不適當行為的指導，對

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教學活動中的指導上，教師會以友善的態度面對，提供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友善的協助與指導，直接給予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適當的協

助，以幫助他完成工作。除此之外，從 Runkel 所提出訊息反饋模式來分析，影

響師生互動行為的因素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的行為反應往往也是教師在進

行互動時的參考依據，特別是因為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互動多以一對一

的方式進行，因此在對於學生行為表現的感受會比較鮮明，也比較能夠有明確

的修正。每位老師對於生活常規都有一套自己的見解，這樣的見解會透過師生

互動傳遞給幼兒，當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行為表現不當時，教師會透過自己認

為有效的行為模式加以制止，通常都以規勸為主，但是當教師發現規勸並沒有

辦法改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不當行為時，老師的策略也會進行調整，企圖可

以改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行為，當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接受到不同的互動行為

時也會對他產生相對的影響而修正自己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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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之實施情形 

在觀察及訪談結果中發現，學齡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的同儕

互動，或是學齡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該班教師之間的師生互動，在班級教學

的實際運作中，口語與非口語會相伴出現，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互動可

能是由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的互動中所引發。本節將綜合分析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的互動情形、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的互動

情形，綜合歸納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之情形。 

壹、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的互動情形 

根據觀察紀錄發現，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互動的行為不多，

互動的主題多以遊戲或教學活動為主。除此之外若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

幼兒之間的互動以正向、中性以及負向行為來看，研究發現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及一般幼兒在正向互動的表現比較多，其中一般幼兒以正向的口語表達為主，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則以正向非口語表達為主。中性行為部份，在特殊教育需求

幼兒和一般幼兒的互動中，以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所表現的中性行為多以傳遞物

品為主，若是提出問題、回應問題或是叫喚行為方面比較少出現。而這類行為

比較會在亞斯伯格症的幼兒和其他同儕互動中出現。在負向行為方面，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的負向行為表現以衝突行為為主，通常是基於一般幼兒在互動過程

中，引起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情緒反應，以至於發生負向行為。而比較值得注

意的是，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有時候會出現命令式句子，但是這樣的行為並不常

見，而且也沒有清楚的脈絡可以去找出他之所以發出命令式句子的原因，這也

是負向行為的主要項目之一。若就口語或者是非口語行為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以及一般幼兒的互動行為加以分析，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多以非口語互動為主，

這樣的方式會造成一般幼兒減少和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進行互動的可能。 

洪馨徽（2000）的研究結果發現，不論是一般幼兒或是特教育需求幼兒，互

動表現皆以正向行為為主，其中正向行為又以口語表現為主，若是中性行為及

負向行為則以非口語互動為主。曾葆賢（2004）提到發展遲緩兒在互動中正向

行為、口語合併非口語行為以及主動性互動行為出現頻率較高，上述這兩項研

究結果和本研究中所得到的結果有些出入。 

因此，根據教師在訪談中對於班級中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與一般幼兒的互動情

形的說明，她們將影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互動行為的因素歸納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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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人格特質、幼兒語言能力、老師的態度與引導、一般幼兒之

人格特質等因素，在高令秋（2000）、洪馨徽（2000）、曾葆賢（2004）、吳佩珊

（2007）的研究中對於影響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互動的因素中都有相

關論述。其中洪馨徽（2000）的研究中，針對四個不同類別的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進行同儕互動的分析，發現不同障礙類別以及不同障礙程度的特殊教育需求

幼兒在互動行為上會有差異。其中針對聽覺障礙幼兒的部份和高令秋（2000）
針對聽障幼兒的研究有相同的結果，即聽覺障礙幼兒在與同儕互動行為中表現

最差，高令秋（2000）的研究甚至指出，部份聽障幼兒在學前融合教育機構中

甚至不曾與一般幼兒進行互動，他們表現出較為退縮及孤立的社會行為。 

在本研究中，根據教師的經驗發現，除了不同類別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會有

不同的互動行為之外，即便是同一類別的同一障礙程度的幼兒也會有不同的互

動行為表現。本研究觀察紀錄的發展遲緩幼兒的行為表現和曾葆賢（2004）所

觀察的發展遲緩幼兒之間也有極大的差異，在本研究所觀察的發展遲緩幼兒是

較為退縮的幼兒，所以在和一般幼兒互動的主動行為上就不常出現。由此可知，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本身的人格特質將是影響他與其他同儕互動的關鍵。 

若以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能力進行分析，根據羅翠菊（2003）針對語言障礙

的幼兒進行的研究發現，語言障礙的幼兒會以特定的非口語互動方式與人互

動。本研究中口語表達能力較差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進行互動時也多以非

口語的互動方式為主。 

此外，教師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態度與引導也有助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和一般幼兒進行互動，曾葆賢（2004）、吳佩珊（2007）也指出教師是影響特殊

教育需求幼兒與他人互動的因素之一，可見若教師在教學上或是態度上願意給

予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多一些練習機會，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這樣的環境中可以

學得較多的互動技巧，同時因為有同年齡的楷模可以學習，將會使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在發展上有所進步。 

而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互動的對象中，如果一般幼兒願意給予他們互動的機

會，或是時常主動與他們交談，也將有著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互動上的成長。

這個部份除了一般幼兒自己的特質之外，如果老師可以在教學中加以安排，例

如請一般幼兒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發表、分享，或者是在自由探索時間營造

一個可以讓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一起進行活動的情境，則可提供更多

的互動機會，因為在研究中發現，幼兒會自然而然的和他能力比較相近的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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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對於能力不相當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他們會比較少和他互動，所以教

師可以刻意安排這樣的情境，提高他們之間互動的可能。 

貳、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的互動情形 

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與教師的互動方面，若以口語互動及非口語互動加以分

析，發現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的口語互動高於非口語互動，同時教師

多採取主動的角色，接觸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並且與之互動，互動的內容不論

是口語互動或非口語互動都與教學活動、日常生活有關。根據羅採姝（1997）
的研究發現師生互動的內容皆與課程有關，在互動的方式上以「教師引言—幼

兒回應」為主，同時教師會運用問答、提醒、糾正、讚美與鼓勵等方式刺激幼

兒思考。而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方面，在與教師進行互動時會有主動行為出現，

主要的目的是為了尋求協助。因此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師生互動的情境

中都有可能是引發互動的主導者，這樣的發現與賴美蓉（2001）的研究相同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影響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互動的因素包括：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的特殊需求、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人格特質、教師的態度。 

首先教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特殊需求而言，在開學前教師就已經可以知道班

上幼兒的狀況，同時也會接到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鑑定報告，因此教師在規劃

教室的情境以及教學活動設計上，就可以依據已知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資料

加以規劃。就如同 Runkel 的訊息反饋模式提到的，一個人的行為可以經由訊息

反饋的作用去影響到另一個人的行為，教師在接受到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相關

資料後，即會對此資料形成一個架構，這個架構的具體顯現即為教室情境的設

計及教學活動規劃，而抽象層次的顯現即為教師的教學態度以及面對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的態度。當實際接觸之後，也許這個架構會受到動搖，以至於要進行

修正，就這樣不斷的修正以調整教師和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互動方式，以協助

他成長。 

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人格特質方面，每個幼兒都有他獨特的特質，教師在

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進行互動時，除了依據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特殊需求外，

也會根據不同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人格特質給予不同的互動方式，以符合不

同幼兒的特質。由於教師可以隨著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特質，而調整互動行為，

這樣的方式有助於師生互動的進行。賴美蓉（2001）的研究中也有同樣的發現，

教師會因為幼兒的不同特質，採用不同的回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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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態度是影響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與人互動的關鍵，當教師給予許多的機

會或是真心的接納，這樣的作法將影響到班級中其他幼兒，同時也會影響到特

殊教育需求幼兒是否願意主動與人互動。蔡淑玲（1997）的研究中提到，班級

中教師如果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抱持接納、包容、正向的態度的話，將會提高

她對於特殊教育需求的關注，並且增加互動的行為。本研究中，教師在訪談時

提到，如果教師本身具有愛心、包容、接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這樣的班級

氣氛中，即使沒有安排特定的一般幼兒去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一般幼兒也

會發展出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協助、接納、包容的態度。此與蔡淑玲的研有

有相似的結果。 

就教師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互動行為而言，雖然研究中以口語及非口語互

動行為進行區分，但是在實際的師生互動中，教師在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進行

互動時，比較常採用口語與非口語合併使用的情形。蔡昆瀛（2004）的研究中

發現，教師在與發展遲緩幼兒進行互動時，會合併使用口語及非口語互動，以

達到教學效果。 

參、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之實施情形 

在整個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中，不論是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之間的

互動，還是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教師之間的互動，主要的影響因素為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互動的內容也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所參與的活動、遊戲以及生活有

關。 

研究發現，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互動行為中，依據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能

力的不同，會有不同的情形。就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能力而言，以口語能力和

社交能力的表現進行分析，口語能力比較差的幼兒，出現在口語互動行為上比

較少，比較常使用非口語行為進行互動，同時會以口語能力和自己相似的幼兒

為互動或者是以成人為對象。而社交能力比較差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互動

上則較為退縮，比較少主動引起互動行為，甚至在其他幼兒提出互動邀約時，

他也很少回應，主要互動對象以成人為主。但是如果是口語能力比較差但是在

社交能力比較好的幼兒，他會主動引起與他人的互動行為，同時，互動的對象

除成人外，也會與一般幼兒進行互動，而在這過程中可以刺激他的口語能力。

如果是口語能力及社交能力都比較好的幼兒，他會進行比較多的口語互動，而

且對象多以一般幼兒為主，同時引發互動的主動性也比較高。就口語能力部份

而言，羅翠菊（2003）的研究中發現，語言障礙的幼兒會有特定的非口語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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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同時傾向於與成人互動，這樣的研究發現，和本研究中出現的口語能力

較差的幼兒傾向與成人互動相同。 

洪馨徽（2000）指出不同鑑定類別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互動行為表現上也

有不同，而同一鑑定類別，同一障礙程度的的幼兒，互動行為也會出現差異，

就這部份的差異，根據教師的經驗發現與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人格特質有關，

較為外向活潑的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會有比較多的互動表現，不論對象是成人或

幼兒，互動行為也不侷限於口語或非口語。反之，如果是較為內向退縮的幼兒，

則出現互動的情形就不高，而且主要互動對象會是以成人為主，同時較少有主

動行為出現。曾葆賢（2004）的研究以發展遲緩兒為研究對象，發現個案在同

儕互動中出現正向互動行為、合併口語及非口語之互動行為和主動性互動行為

的出現次數較多，而本研究中的發展遲緩幼兒在雖然表現的正向行為比較多，

但是多以非口語互動行為以及被動性互動為主要行為表現方式。 

此外，教師的態度也是影響互動情形的關鍵，教師如果是比較接納特殊教育

需求幼兒的，在教學活動中會有較多的引導與協助，同時會營造一些情境，促

使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進行互動。若教師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是持比較消極的

態度，則會比較少留意到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需要。 

最後，互動的對象中，一般幼兒是否願意和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進行互動，則

需要看一般幼兒自己的意願，然而如果教師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是抱持著接

納的態度，也會影響到一般幼兒對於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態度。 

綜上所述，影響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在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及教師

的互動行為的因素，不外乎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一般幼兒、教師三者。但是如

果教師可以依據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的特質、需要以及能力進行相關環境規劃、

課程調整，將有助於同儕之間的互動或是師生之間的互動。至於互動的方式不

論是口語或者是非口語，都必須依照互動當時的情境進行彈性調整。教師若是

願意營造一個包容、接納與安全的環境，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將更能夠在融合教

育班級中獲得適性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