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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在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的趨勢下，越來越多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於

普通班學習。美國特殊兒童學會（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簡稱 CEC）解

釋「融合」的定義是一種意識型態的專門用語，用來描述孩子在其可能的能力範

圍下盡可能地參與學校及班級內的各種活動。並且將支持性服務融入班級中，孩

子必須在與同儕一起學習的情形下才會獲得最大益處。（Tunde &Debra, 2007）。回

顧台灣這十年推行融合教育遇到的瓶頸與障礙，除了多在口號的提倡以及強調態

度的轉變，其他能夠給予明確作法的文獻討論並不多。如果能夠透過第一線上的

導師經驗分享，就能夠更深入去瞭解實際的融合教育教學現場現今處在什麼樣的

情況？ 

目前台灣為了因應融合教育需與普通教育接軌之需求，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為藍本，重新修訂了「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教育部，2011），認為

近年來普通教育不斷地重整教育方針，強調學校課程本位發展，自由選用調整教

材，有助於融合教育的實施，是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順勢整合的大好機會，故施

行融合教育的政策是勢在必行，每一個教育工作者都應對此抱持正向積極的態度

面對，並瞭解相關的理念與作法，讓孩子能真正參與學習，落實最少限制環境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 

台灣的教育環境仍存在著對融合教育的些許迷思，認為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在

普通班，只能是「客人」的角色；還是老師應該具備哪些教學專業才能掌握學生

的學習特質，去支持融合教育的做法？不同身心障礙程度的學生，在普通班能得

到的學習又有哪些？融合教育真的是能夠提供助益的教育方式嗎？普通班的學

生又能從潛移默化中獲得哪些情意上的發展？這些都是值得教育者去深思的。 

    融合教育的實施，必定是有正反兩極的聲音，但凡事皆有一體兩面，盼政策

推行的出發點都是為受教育的學生帶來公平正義與最適性。 

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訪談一位曾經做過成功融合教育的導師，來探究成功

的融合教育的應具備有哪些因素？其對融合教育的政策實施又有什麼樣的看法

與建議？ 

 

 

 



二、研究目的 

（一）想了解普通班老師對融合教育的態度？ 

（二）想了解普通班老師在實際教學中應用了哪些教學策略於融合教育中？ 

（三）普通班老師是否能善用特殊教育給予的支援與資源？ 

（四）普通班老師在教學上所遭遇的困境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台灣融合教育的發展 

台灣的融合教育最早起始於 1976 年實施視覺障礙學生安置於普通班為先驅。

1995 年教育部發布「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教育報告書」，提出「零拒絕的教育理

想」、「人性化的融合教育」、「無障礙的教育環境」、「適性化的潛能發展」、

「關鍵性的早期介入」、「積極性的家長參與」、「協同式的合作關係」、「彈

性化的多元安置」、「支持性的自立自強」等九項重要理念，其中，「零拒絕的

教育理想」以及「人性化的融合教育」兩項理念，便支持了融合教育的推動（教 

育部，1995）。1996 年教育部頒布「特殊教育法」第十三條明文規定：「身心障

礙學生之教育安置，應以滿足學生學習需要為前提下，最少限制的環境為原則」，

而今時隔十五年，教育部重新修訂特殊教育法（教育部，2009）中第十八條「特

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

無障礙及融合之精神。」也強調融合教育的重要性。 

    除了特殊教育法以外，相關子法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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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

辦法」、「高級中等學校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原則及輔導辦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之教學原則及輔導辦法」

各縣市也提供了「特殊教育方案」申請的相關資源，其目的皆是強調推動融合教

育的落實，使特殊需求學生獲得適當的特教服務，達到「零拒絕」。（劉明松，2009） 

    即使中央教育政策倡導融合教育，然而教育現場仍存有許多困難尚待解決，

如普通班導師與特教老師的協同合作尚未建立、導師教學彈性化的困難、特教服

務未能真正融入普通班等。劉明松（2009）表示要落實融合教育是有一定的困難

度，如果要建立完善的融合教育，首重於「態度認知」方面，所有參與的人員是

否具備正確的融合觀念，其次是特殊教育經費的補助，第三則是導師的特教知能

是否能應符學生的需求。 

    上述困境，從近年特殊教育通報網上增班設校、辦理特教專業知能研習、安

置在普通班的特殊需求學生人數的數據來看，我國不斷加強各種特殊教育措施，

增長普通班導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及輔導能力，從圖一顯示資源班與巡迴輔導班的

設置皆有增加的趨勢，而集中式特教班則是略微減班，表示安置在普通班接受特



教服務的學生越來越多，是相當重視融合教育發展的推動，對於未來邁向適性融

合的目標願景，研究者是持相當樂觀的態度。 

 

圖 1：資料整理自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www.set.edu.tw/default.asp 

 

二、融合教育下的班級經營 

「班級經營」的良窳關係著學生的學習結果和融合教育的實施成效；而要建

立一個有效的班級經營，成功的融合環境，級任教師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引自

鈕文英，2006）。學者洪儷瑜（2002）亦表示「教師是促成融合教育最重要的要

素。」亦即一位導師如能主動接納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方能有效協助學生獲得良

好的學習品質。導師必須要有熱忱與接納的態度，能善用同儕中介協助建立彼此

良好的互動，維持良好的親師溝通等方法都是使班級經營順利的不二法門（謝金

龍，2009） 

    部分國外文獻指出普通班老師對於融合班級經營的困難點包括不知如何增

進一般學生與特殊需求學生間的互動關係；課程教學與調整策略；處理學生情緒

行為問題；無法有效運用時間處理班務。國內普通班老師對於實施融合教育時遭

遇的困境也有不少，諸如教學時間不夠、需要行政支援協助、對學生特質不瞭解

等（鈕文英，2006） 

    鈕文英（2008）則綜理了三十二位具有成效的融合班老師歸納出一個融合班

班級經營策略應具備有人、事、時、地、物等多向度模式。時間上在學期前、中、

後的準備；在特殊學生上對其身心特質的瞭解、情緒行為的輔導；在課程評量上

的調整；心理環境上班級氣氛的營造、物理環境上無障礙的設置；特教資源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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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與專業團隊的溝通合作。並納入「轉銜」的理念。 

    而為使班級經營推展順利進行，最重要的起點當屬融合班教師應具有正向的

心態。包括能具備開放和接納的心態接受特殊學生的安置、能夠具有同理心，對

學生有適切的期望、常做教學省思、積極面對挑戰的態度、保持樂觀的心情面對

挫折等。（鈕文英，2008）簡言之，融合班教師的心念態度是直接影響著班級氣

氛及學習風氣。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訪談採用半結構式的問答方式，先詢問基本教學背

景資料，再進行開放式的問答採訪進行深入研究，透過受訪者的經驗分享，以獲

得實用的資料。接著進行訪談錄音檔逐字稿分析，整理出重要敘述句與編碼，並

請受訪老師做檢核與回饋，以避免研究者的說明與受訪者的想法有出入而影響研

究結果。 

（一）訪談綱要如下： 

1. 問：老師的教學背景：(1)年資(2)帶過的年級(3)遇過幾次身心障礙學生 

2. 問：老師對身心障礙學生的瞭解與看法 

3. 問：在得知班上有特殊學生時，是否有做事先的準備？ 

4. 問：老師遇過身心障礙學生有哪些問題行為？ 

5. 問：關於學生出現問題行為的前因、結果，有否實施過處理策略？ 

6. 問：身心障礙學生是否有影響你的教學，是否有尋求協助？ 

7. 問：老師是否知道有哪些支援或資源可以利用？ 

8. 問：班上同學與特殊學生的互動如何？ 

9. 問：是否有遇到家長反彈，如何處理？ 

10. 問：老師和身心障礙學生家長的互動 

11. 問：說說看對融合教育的看法 

 

其次是採用觀察法為輔，入班觀察某國小普通班疑似有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行為特

徵的一年級新生之上課情形，瞭解學生上課語老師的互動，學習效能等做為融合

教育教學現況的真實呈現。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一位具有成功融合教育經驗的導師，教學年資十五年，有帶過中

度自閉症、聽覺障礙、學習障礙、輕度智能障礙、情緒障礙（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的學生。 



三、研究者角色 

在使用深度訪談研究方法中，研究者的角色立場對研究結果歸納整理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研究者本身是特殊教育學系畢業，在國小特教班有一年導師經驗、

資源班兩年導師經驗，在擔任代理老師時，也有擔任普通班導師的經驗，能夠將

心比心瞭解普通班導師的辛苦，有口難言之處，對於融合教育的實施，研究者心

裡也常感到困惑！尤其是在擔任資源班教學以後，常常與普通班老師討論身心障

礙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困難時，會感到學生的多元性與差異性帶給普通班導師的壓

力與困擾，時時必須靈活調整的困難度極高！雖就原帶班經驗老師都能應付，只

是有責任的老師總希望可以給與有需求的孩子更多的協助與幫忙，讓他們能學習

到更多！ 

    基於此，普通班導師對於相關瞭解特殊教育學生的專業知識、個別化教學等

各種策略與模式都需要有特殊教師提供相關的知識分享！才能使融合教育的施

行更發揮應有的功效！ 

    除了以站在特教老師能支援普通班導師的角色做結果分析，與訪談對象的關

係是相當具有信任關係，因此訪談的內容是接近實際教學經驗，並且無任何加油

添醋的情形，亦能表達出第一線教師的心裡感受與看法。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利用一次訪談過程錄音下來，做資料分析編碼，找出適

合融合教育的班級經營理念與作法等成功因素。 

    訪談過程中，因為訪談對象是一位具有十五年導師經驗的老師，在受訪過程

中能侃侃而談自己在遇到身心障礙學生時的心理情境，做了哪些適性的調整，能

主動提供許多豐富的訊息。 

    訪談時間約一個小時，訪談完畢就立即將錄音內容轉成逐字稿，並分析出重

要敘述句分類編碼，開始發展分層主題、核心主題，最後綜合連結發現研究結果。 

    課室觀察資料重點則放在學生的行為表現、學習效能與老師的互動。 

肆、研究結果 

    融合教育需各方面的配合才能得以順利進行，研究結果僅就研究對象所述整

理歸納出成功的融合教育應包涵以下幾點要素： 

一、互助同理的班級經營 

    融合的理念需在教學中自然引導（劉明松，2009），說明導師要能適當安排

相關的特殊教育宣導在課堂中機會教育。本研究對象在班級經營上相關的引導教

學就著墨不少，例如： 

（一）共組班級讀書會：特選跟特殊教育有關的書籍 例如：我的姐姐不一樣、

我的妹妹聽不見等繪本或小說。全班一起共讀，再做角色扮演分享表達不同角色



的內心感受，以讓學生能體會將心比心。 

（二）擅用合作學習：導師處理班務時常分身乏術，如能利用幾個反應快、、有

愛心熱忱的學生當小幫手，對老師來說可以減輕很大的負擔。因此老師會派小幫

手協助特殊學生，並且給予獎勵卡鼓勵其行為。也會在課程進行時，安排反應較

佳且有耐心的小天使坐在特殊學生旁，以利課堂中協助指導。 

（三）鼓勵接納：導師在進行教學活動時，只要一般學生主動表達願意「與特殊

生一組」永遠是被加分的。學生也會因此去調整心態，想辦法讓特殊學生行為表

現符合老師期待，一旦成功，一般學生也會很有成就感並維持動機繼續協助特殊

學生。 

二、課程調整 

融合不只是安置就好，每個學生的需求都應被顧及，視學生程度與能力，訂

定不同層次的成就標準，再將目標融入平時的教學。使用多元的教學方法，強調

分享與合作，使學生完全參與並運用同儕合作，不因其能力而減少學習機會（劉

明松，2009）。研究對象在課程調整上，雖表達並不瞭解課程調整原則，但是其

在教學時就能依學生不同需求將教學內容採漸進式難度提升，讓學生有成就感、

參與感！其隨時調整課程的彈性度、時常自我省思等作法與鈕文英（2006）所做

的相關融合班教師班級經營策略之研究結果是相符合的。 

研究對象使用漸進式的難度調整學習課程， 

（一）以體育課為例：  

1.跳繩：特殊學生不能手腳並跳一圈，老師就把目標調整到能用手拿跳繩轉一

圈就好。  

2.籃球：以呼拉圈代替籃框，增加命中率，提高成就感。  

3.棒球：將球用繩子綁住，很容易就能擊中球  

4.飛盤：以奶粉蓋代替飛盤，讓學生較好掌握！  

    然而，研究對象表示這並不是為了特殊學生個別調整，而是調整適合這個班

的模式。 

（二）依學生能力給予功課減量、難度調整：研究對象會積極與特教老師討論學

生狀況，尋求特教諮詢，與特教老師共同擬定適合學生能力且能自行完成度達九

成的回家作業。順著孩子的能力做學習指導。 

三、頻繁的親師溝通建立默契 

（一）每週班刊：透過班刊和學生、家長分享，「班上有特殊學生是我們的福氣！」 

（二）特殊學生家長的力量亦是助力：研究對象表示班上特殊學生的母親也會在

班上協助老師照顧其他孩子，對其來說是增加一名助手。她相信只要彼此真誠關

心對方，對方也會有相同的回饋！ 

研究對象不只是將焦點放在班級學生，同時也擴展到一般學生家長對融合特

殊學生的瞭解與支持，教師應善用通訊班刊對家長宣導營造接納的融合環境，和



特殊學生家長保持正向的關係、保持密切溝通和合作，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融合

教育的成功與否。 

四、行政支援 

研究對象認為學校行政的作風，對導師實施融合教育的心理調適有舉足輕重

的影響。若能提供以下的協助，會使導師較有意願接受融合教育的挑戰： 

（一）彈性支援導師需求：研究對象曾經遇過自閉症的學生在課堂上情緒失控，

若要安撫特殊學生又要同時兼顧其他學生的受教權，就會產生極大的情緒壓力，

如果此時行政能夠馬上介入協助帶離學生等待撫平情緒，讓導師能夠繼續完成教

學，這會使導師能夠感到支持。 

（二）對新生入學應有完備的轉銜安置計畫：研究對象提出針對一年級新生應給

予漸進式的入班時間，尤其是有情緒行為問題的特殊學生。以其教學經驗來說，

一年級剛入學，全班處在兵荒馬亂之中，又加上特殊學生的問題行為，會使得整

個班躁動不安。他希望如果校內有資源班可供協助，應當與行政和特教老師共同

討論開會擬定安置計畫，特教老師支援導師大部分的教學時間，讓導師先安頓好

班上其他新生，再漸進式增加入班節數，導師學生間能彼此適應，直到特殊學生

適應班級之後，特教做為支援角色。  

（三）能表達支持的態度：行政人員對於融合的態度應表支持，對於導師的心理

建設也會有幫助。 

（四）提供相關專業知能研習：研究對象說明以往班上如果有特殊學生，學校都

會派他去參加相關的研習，讓他能透過研習瞭解學生的心理特質及學習需求，他

覺得獲益良多！ 

（五）協助申請特教資源：特教老師要服務整個學校，有時分身乏術，申請教師

助理員協助課堂教學就顯得相當重要且必要。也期盼縣政府補助的經費能放寬到

確有其需求就能申請，而不一定要等到學生確認身份才符合申請資格。 

五、從「心」開始 

    在普通班就學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特殊學生應與年齡相當的同儕一起接受

教育。教師應多利用隨機教學對學生機會教育，使學生彼此間能互相支持成長。 

（一）建立關係，取得信任：特殊學生不易與他人建立關係，也多缺乏愛護或被

忽略，要能讓順利融入整個班級，首重與其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 

（二）身教影響深遠：成功的融合教育，導師必須以身作則情意教育，先誠心接

納特殊學生，則其他同儕亦以相同方式對待，才能真正達到成效。 

研究對象總是會跟其他學生說， 

「其實有這樣的孩子在班上，我們是很有福氣的，讓正常的孩子得到的更多，因

為你可以學到。」 

「互相幫忙才會變成快樂天堂！」 

只有從心理方面去改造，讓學生真正以同理心去接納特殊學生。 



（三）重視學生的優勢能力：課業成績並不是特殊學生應要求的重點，能把學生

的行為教好才是重責大任！老師應幫助學生找到能建立自信的專長，發現自己的

優勢，未來能對社會有正向的回饋！ 

    當然，過程中不會一帆風順、萬里無雲，總還是會有遇到困境的時候。故面

臨瓶頸時，研究對象會隨時提醒自己要保持「我們一起來幫助他」正向的信念！

如果遇到嚴重干擾上課的情況時，就會跟全班學生說「這是學習忍耐的好機會！」。

並且能適當運用增強制度、正向鼓勵、直接指導，營造包容異己的班級氣氛，並

且接受學生是無法控制而有特殊的行為舉止，師生關係就會很融洽，同儕也能愉

快相處。 

    研究對象以十五年的導師經驗分享其會對每個不同班級做最適合的調整，而

非通通一體適用，雖表達其從未受過任何特教相關課程訓練，但其彈性作法與教

育理念符合了特教融合重視個別化的精神，值得每個教育工作者學習其精神。 

伍、結論 

    應著融合教育的趨勢，特殊生安置在普通班學習已是常態，適應良好甚至成

功的例子並不多，若能藉由此文感染更多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用正向積極的態度

面對，相信實踐公平適性的融合教育是指日可待！ 

    然而，大多數老師雖表示支持融合教育的理念，但是，願意接受班上安置特

殊需求學生的老師，卻是少之又少！（郭懷茹，2007）由此可知，普通班老師普

遍雖能接受融合理念卻未能應變。因此，特教老師是推動融合教育重要的一環，

透過特教老師的協助宣導與提供支持，將特殊教育服務送到普通班（黃筠方，2010）

使普通班老師先做好心態調整面對接受，並轉而能對自己的特教專業增能，才能

順利迎接這項轉變！降低普通班老師對於接納特殊需求學生的不安與不知所

措。 

    家長配合學校，行政支援導師，導師協助學生，建立溝通良好的循環圈，不

僅使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在學習上獲益，也能給其他同儕學習接納多元的機會。讓

彼此相得益彰！如同「融合其實很簡單」一書裡譯者呂翠華（2009）在翻譯序裡

所說「融合教育的目標並非要抹去存在特殊學生身上的差異性，而是要幫助所有

學生建立在其教育社群的歸屬感，以確認和看重他們的個別性。」 

    未來期望整個學校甚至社會都能接受融合的理念，化有形於無形，不需要再

倡導何謂融合，讓融合變成一種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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