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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矯正：處理問題行為的預防性策略
楊碧桃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壹、前言

貳、事前矯正的基本假設

事前矯正 (precorrection) 為一種

事前矯正策略有兩個基本假設：

問題行為的處理策略，目的在預防問

1.適當及不當行為皆為學習來的。因

題行為的出現，而非等行為出現後再

此適當行為可加以教導而習得，取

加以處理的策略。它是由 G. Colvin、

代不當行為。

G. Sugai、及 B. Patching 等人在 1993

2.新行為的學習可以經由老師有系統

年所提出。在 Kauffman (2005)的情緒

的操控前事事件與後果事件兩變項

及行為異常一書中對此種處理問題行

來達成。其原理就如當學生在課業

為的預防性策略相當推荐。

學習上出現錯誤時，老師會根據學

家長或老師們對於孩童的行為問

生的錯誤而調整教材加以補救、練

題常有的一個問題為：當問題行為發

習； 同理，對於行為問題的處理也

生時，我該如何處理？但這種等到行

是一樣，老師也可以藉由學習環境

為發生了才處理的策略為反應性

的調整、安排來教導學生改正行為

(reactive) 的策略，反應性策略基本上

上 的 錯 誤 (http://www/cpt.fsu.edu/tree/

是一種被動的策略，其效果常常較不

precorrection.html)。

如積極性的引導使問題行為不出現的
預防性策略有效。預防性的處理策略

參、事前矯正的實施步驟

是在行為尚未發生之前就積極地加以

事前矯正策略牽涉到下列七個步驟

引導，使問題行為不發生或減少發

(http://www/cpt.fsu.edu/tree/precorrection.

生，因此為一種較為理想的解決問題

html):

方式。

一、找出問題行為發生的環境脈絡
(context)及可預測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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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脈絡可能是任何的事件、工

五、提供有力的增強給所期望行為的

作、情況、或狀況，在這些狀況中問

出現

題行為常會發生。可預測的行為是指

如果舊的行為模式已存在了一段

學生在這些環境狀況中常會表現出同

時間，新的行為就不易建立。為了要

樣的問題行為。此步驟可以經由行為

讓新行為能取代舊行為，則有賴強有

的功能性分析加以確定。

力的增強。但此處所謂的增強是指-

二、指出具體的所期望的行為

只有能使行為出現可能性增加的才叫

所謂具體所期望的行為必須是可
觀察的 (譬如希望學生“注意老

增強。
六、提示所期望的行為

師” ，不如改成 “看著老師” )。而且，

為了讓適當行為出現，學生可能

所選擇的期待行為最好是與原先的問

需要一些額外的協助。例如: 1. 當學

題行為不相容的 (不兩立的行為)。最

生表現出所期望的行為時，立刻加以

後，所選擇的替代行為應為有功能性

讚許。2. 在行為出現之前，給予提

的行為。

醒。3. 使用矯正程序：(1)當不當行為

三、修改環境脈絡

第一次出現時，予以忽視。(2)如果不

調整或修改環境脈絡使所期望行

當行為第二次出現，則給予兩種手勢

為更可能出現，且使不當行為較不可

來糾正行為，例如學生未舉手就要說

能出現。環境修改項目如: 指示給予

話，老師可以首先把手指放在嘴唇

方式之改變、活動順序之調整、座位

上，作出安靜的手勢; 然後再舉起手

安排等。

作為適當行為的示範。(3)當不當行為

四、進行行為預演

第三次出現時，則給予警告，但呈現

此行為預演訓練應在學生剛要進

警告只能作為給學生的一種選擇；做

入目標(target)環境時發生。訓練可以

或不做的決定權還是在學生。如對學

有多種形式- 如要求學生說出適當行

生說: “你如果有意見或問題，需要先

為、老師示範行為、或讓學生携帶一

舉手。如果你不舉手就發言，你的下

張檢核表作為提醒。理由是如果訓練

課時間會被扣掉 5 分鐘。”

發生在剛要進入目標環境之前，學生

七、監控計劃

比較可能記得所期望的行為。

2

成人需要收集資料以確定此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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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計劃是否有效。即不當行為是否

在：我可以如何教導良好的行為? 而

減少？適當行為是否增加？若老師的

不是: 我如何可以阻止問題行為? 根

時間無法作到資料收集，則可考慮讓

據她的觀察顯示：學生很容易忘記該

其他學生來收集，或者助理、實習生、

拿的物品- 尤其是在準備離開教室的

志工等皆可協助收集資料。

環境，及進入自助餐隊伍的環境。因

肆、事前矯正的例子

此，她決定要教導學生-在走過取餐隊

在 Kauffman (2005)的書中，提到
了一個例子說明事前矯正策略的應
用。G. Stetter 是一個二年級高危險群
班的老師，她觀察到學生們的問題行
為 – 即學生們在走過自助餐廳的取
餐隊伍時，常會忘了拿必需的用品
(如餐具、餐巾紙等)。以致等拿好食
物後，他們常需要離開餐桌，再回到
等著取餐的隊伍中去拿這些用品。對
那些不是教有問題行為學生的人而
言，這似乎是一件微不足道的小事；
但是有經驗的老師都知道- 較嚴重的
問題行為常會發生在做那些很一般性

伍時，要記住所有該拿的物品。因此
他們就不必再回去。所以，她的教導
程序是很直接的：
1.強調所期望的行為：當在取餐隊伍
時，記住要拿所有需用的物品。
2.改變環境：在準備離開前-在教室內
時，寫下所有需要的物品 (牛奶，
叉子，餐巾紙等)。
3.進行行為排練：要求學生重覆回答
所需物品名單。
4.提供有力增強：當學生記得拿每樣
東西時，給予奬賞，像小顆糖果，
分數，或額外的下課時間。

的，似乎微不足道的小事時。從他們

5.在行為表現之前，先提示期待的行

離開自己的位子及食物- 回到(很可

為：在進入餐廳前，給予提醒- “現

能是- 闖入)取餐隊伍- 拿了東西- 然

在，要記得每樣所需要的東西哦！”

後再回到位子上。 這中間可能有許多

6.監控表現：記下每一次學生需回到

會發生衝突的機會 (如推人、指控、
口語衝突、扭打等可能擴大至更嚴重
的反社會行為)。
Stetter 的評量方法是把問題集中

取餐隊伍的次數。
Stetter 老師的監控表現資料顯
示– 她的事先矯正計劃—產生了立即
的效果，回到取餐隊伍的學生人數有
戲劇性的減少。在實施事前矯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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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 10 天觀察中，每天有 6 個或 7

(1995)的描述- 兒童發作的行為其實

個學生會因忘記而需要回去隊伍的。

是經過一個週期(cycle)，而非突然發

在實施計劃後的 10 天中，只有在第一

生的。

天有兩個人回去拿，以後每天僅會有

一. 發作行為的週期：

一人(甚至沒有)有遺忘的行為。此

Walker 等人(1995)發現學生的發

外，在實施事前矯正計劃後，她觀察

作行為是有跡可循的，其出現可分為

到學生會表現出利社會行為，像是適

下列 7 個階段：

當地與人分享物品，或會彼此提醒不

1.平靜期：在此時期，學生的行為都

要忘了該拿的物品。她描述此策略有

是適當的且合乎期待。即學生是合

下列優點：

作、服從、且工作導向。可惜這些

我花時間去設立期望、提示、及確

行為通常都被忽視了。

實執行獎賞。 我沒有花時間去“責罵” 或

2.導火線期 (引發期)： 學生在平靜期

糾正他們。如果他們選擇要回去拿，就

時，若出現一個未解決的問題(可能

由他吧; 他只是不會得到獎賞。

是來自校內或校外)，就可能進入引

我並沒有企圖誘騙或阻止他們的行
為選擇。是他們自己作出選擇，且常常
他們會作出“對”的選擇。這對孩子們
及我而言，都是一個正向的經驗。
(Kauffman, 2005, p. 145)

伍、事前矯正對反社會行為學生
的應用
發作行為 (acting-out behavior)或
是爆發性行為，是指有反社會行為特
性的學生一不高興或不如意時，即把
情緒向外在環境(包括人及環境)發洩
的行為，如怒罵、打人、或破壞財物
等。根據 Walker, Colvin, & Ramsey

4

發期，開始朝向焦躁不安期前進。
3.焦躁不安期： 如果引發的問題未能
快速解決，學生可能進入一種焦躁
狀態，如生氣、沮喪、挫折、焦慮
等，此時學生所有行為皆沒有焦
點，也不作指定活動。
4.加速惡化期：此時期學生出現不服
從、高度干擾的、辱罵、或破壞性
行為，其目的是要把老師(或另一學
生)拉進戰場中。
5.高潮期： 此時學生的行為已完全失
控，可能對其他人造成安全上的威
脅。
6.降溫期：此時學生已不再爭戰，且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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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種混亂狀態中; 表現出的行

就可能避開接下來的逐漸擴大。此

為可能是退縮、否認、怪罪他人。

時期也可能是協助學生成功地應用

7.恢復期：此時學生回復到相當正常
狀態，且願意作一些簡單的例行性
的工作等。
二、事前矯正對發作行為的應用

上一期所教導的問題解決策略。
3.焦躁不安期：此時期介入的目標為
幫助學生回復到平靜期。當學生處
在焦躁狀態時，老師若能及早覺察

通常所謂的發作行為是指上述週

其焦躁徵兆，並有效介入- 如靠近

期中的惡化、及高潮期。但是 Walker

學生，讓學生從事替代性活動，或

等 人 (1995) 認 為 老 師 或 家 長 應 在 第

使用其他避免爆發的策略，則可預

一、二、三階段就要加以處理、作有

防惡化期的發生。

效介入，以預防惡化及高潮期的出

4.加速惡化期：此時學生的行為都是

現，而不是等到惡化或高潮期才加以

要企圖拉人下海(進入爭戰中)，故老

介入，那時已經太遲了。以下簡述各

師要避免被拉進去，要使自己從其

期的介入要點：

中抽身。可使用危機－預防策略，

1.平靜期：任何有問題行為的學生，

但不可有挑釁的態度。一旦學生進

還是會有表現出適當行為的時候。

入此一階段，就很難使其行為平息

老師若能在此時期應用有效的教學

下來。老師也需要對此期的行為建

策略，維持學生的適當行為，則問

立明確的後果，且事先讓學生清楚

題行為就可以避免了。有效的教學

知道。所以這時候，老師可就事論

策略包括：教學的結構、有品質的

事的給予行為後果訊息(以平和、尊

教學、提供學生注意力(讚賞適當行

重、及超然的口氣)，並給學生幾秒

為)、及教導社會技能- 教導學生遇

鐘作決定 (如： “你現在必須停止亂

到問題時，所期待的行為為何。因

丟東西，否則我會叫校長過來。你

此對於問題行為的預防最重要的階

可以花幾秒鐘自己決定” )。然後，

段是在平靜期。

立即且確實做到所說的後果。

2.導火線期 (引發期)： 當有導火線事

5.高潮期：在此時期學生的行為已失

件發生時，老師需能覺察，且快速

去控制，因此有關人員必需要明白

地採取行動來幫助學生解決問題，

對此種失控行為的處理步驟；且要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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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可能保持冷靜- 以便能有系統

起因的描述為: “其實一開始- 就是為

的、且有效的來預防傷害(個案本

了一點點小事……”。 確實，常常一

人、其他學生、或教師本身)或財物

發不可收拾行為的起因都是從很小的

損害。若能作到如此的話，才能儘

導火線開始的。因此，我們可以根據

快進入降溫期。若學生有頻繁的失

事前矯正策略的原則-將介入的重點

控行為時，則老師應檢視教室環境

放在行為週期的前三個階段，也是最

及學業要求- 以便發現需要改變的

能預防的階段，就可以有效地阻斷爆

情況。

發行為，不使其進入不可收拾的階

6.降溫期：此時可給學生一段安靜時

段。這是教育功能最能發揮之處，也

間。老師要儘可能幫助學生冷靜下

是教育人員顯示其專業效能的證明。

來，然後要求將環境恢復原狀(如把

參考資料：

書本拾起來、椅子放好、清理乾
淨)，並回到例行活動中。但此時學
生可能不願意談及事件發生經過，
也可能仍無法對整個事件作清楚的
思考。
7.恢復期：此期重點為: (1)協助學生參
與課程活動，(2)重建發作行為週期
- 與學生一起回顧每一階段的行
為。指認導火線為何，並建立替代
反應行為。在此期對於行為後果的
執行決不可妥協。

陸、結語
任何有經驗的教育工作人員都會

Kauffman, J. M. (2005).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of children
and youth.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 Inc.
Precorrection: An instructional
approach for managing predictable
problem
Behaviors (n. d.). 2006-3-12 取自
http://www/cpt.fsu.edu/tree/precorrec
tion.html

Walker, H. M., Colvin, G., & Ramsey,
E. (1995). Antisocial behavior in

同意。問題學生的發作行為確實是符

school: strategies and best

合上述的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的週

practices. Pacific Grove, CA:

期。我們常聽教育人員對於發作行為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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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兒童之治療與訓練—以音樂為媒介
王于欣
台安醫院
林巾凱
國立台中教育大學

壹、前言

療；但從音樂治療的專業角度來看，

對於特殊兒童的治療或是訓練有

完全取決於音樂在整個介入過程中，

很多方法，以醫療復健為例，常常會

是否屬於一種最重要的刺激。當音樂

運用到感覺統合、知覺動作訓練、肌

被用來影響兒童的身體、知覺、情感、

力訓練…等等來達到治療目的，以教

思想或行為時，音樂治療師會計劃性

育觀點來說，亦常常使用許多行為改

的運用音樂，來幫助兒童覺察、探索

變技術或重複練習方法來教育特殊兒

或學習，在此強調的是兒童與音樂之

童；而不管是以何種方式做為治療和

間的關係，這時候音樂稱做是一種治

訓練，最終目的都是希望可以重建、

療，也就是「音樂即治療（music as

維持和促進特殊兒童的生理和心理健

therapy）」 (Kemper & Danhauer,

康狀況。事實上，音樂在日常生活中

2005)。

是無所不在的，實務工作者可嚐試以

當臨床的其他專業治療師，或是

音樂當做媒介來提供治療和訓練，對

實務上的教育工作者，想以音樂當做

於特殊兒童的協助亦為一項不同的方

媒介，提起兒童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法。

時，音樂已經不屬於是最重要的刺

貳、音樂做為媒介之涵義

激，兒童與執行者的關係，就遠比兒

很多人覺得，只要在諮商、治療
或訓練中使用音樂，就可稱為音樂治

屏師特殊教育

童和音樂的關係還要重要，這時候音
樂是被用來協助執行者和兒童建立良
好關係，音樂便不是居於重要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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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以只能稱做音樂是做為媒介之

力評量上更能勝任。

用途，也就是「音樂於治療（music in

再者，實務工作者要具備功能性

therapy ）」 (Bunt, 1994; Kemper &

音樂技巧，譬如：簡易鋼琴、其他或

Danhauer, 2005; Pavlicevic, 1997)。

任一樂器的伴奏或即興能力，再自我

而一般實務工作者，如：特教老

培養熟悉各類型的音樂，並輔以合格

師及其他非音樂治療師之相關專業

音樂治療師的意見及參與相關研習，

人員，在運用音樂來做為媒介時，音

特教老師和專業人員即可將音樂治療

樂不應屬於是最重要的刺激，而是與

介入的相關策略，適當的應用在特殊

兒童建立關係的中間連接物；因此在

兒童之復健治療訓練或特教課程中。

運用此媒介預期達到某些治療或訓

除此之外，以職業倫理的面向來

練效益時，其治療或訓練課程的提

考量，實務工作者之特質是相當重要

供，以及目標設定的適當性便顯得相

的，如：具備創造力和想像力、能隨

當重要，這是實務工作者在進行活動

時應用週邊資源、能夠有彈性的調整

時所需加強留意的部份。

治療或訓練課程之內容、擁有良好的

參、以音樂做為媒介之實務工作
者須具備條件

身心健康狀況…等，都是實務工作者
不可或缺的條件。

療和訓練的媒介時，需要具備一些基

肆、以音樂做為媒介之準備與實
施程序

本的條件，在陳淑瑜（2003）文中提

一、執行形式

實務工作者在應用音樂來做為治

及三點，首先，特教老師、相關專業

以音樂做為媒介的治療和訓練，

人員最瞭解特殊兒童的基本特質和需

其執行方式通常可分為個別活動與團

求，除了負責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撰

體活動兩種。所謂個別活動是採取一

寫，並依據個別需求進行適性教學之

對一，當兒童有退縮、攻擊傾向，以

外，也直接和其他專業團隊接觸並參

及語言障礙，或是完全沒有活動能力

與學生家庭相關事宜；這使得實務工

時，則採用個別活動較為恰當。團體

作者以音樂為媒介，來做為治療和訓

活動之對象通常包括三個以上，當兒

練時，在完成個案的基本資料，及能

童需要訓練其獨立性，或是發展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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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促進人際關係時，便可採取團

合特殊兒童之音樂活動，並在活動過

體活動方式（康恩昕，2005）。

程中視情境加以調整，便可使治療和

二、執行前資料蒐集和評估

訓練的過程更具有流暢性。

進行活動之前所要蒐集的資料，

透過上述之概念，實務工作者便

包括兒童過去和現在、非音樂及音樂

可以開始一連串持續性的觀察、決定

方面的相關資訊。而評量範圍也包括

可使用的策略、設定活動內容和目

了兒童對音樂和非音樂刺激方面的反

標、並在執行期間再次評估成效，最

應，並涵蓋了情境的觀察與評估，藉

後決定目標完成的終止時間。

由讓兒童參與各項音樂活動的即興方

伍、音樂應用於特殊兒童之原則

式、或者以標準測試逐項評量的方式
進行，更加以了解兒童是否有某些特
定的技能、模仿能力、肢體動作協調
能力、想像力、創造力等情形（陳淑
瑜，2003、陳淑瑜，2004）。
三、設定執行目標和內容
當以音樂做為媒介時，所欲達到
之目的主要是以治療和訓練目標為
主，因此為特殊兒童設定的執行目標
和內容時，通常以治療或個別化教育
計畫中的長短程目標為考量的重點，
包括語言溝通、認知學業、知覺動作、
肢體協調、心理社交、情緒表達、行
為控制、生活技能、音樂技能、休閒、
職業、心靈成長或生活品質等（陳淑
瑜，2003）。而活動進行內容要以四
大部分為活動設計之方向，包含開始
暖身、主要活動、次要活動、結束（康
恩昕，2005），以此四主軸來設計適

屏師特殊教育

在林貴美（1993）一書中提到音
樂對特殊兒童有診斷、預測與治療的
三種作用。有關的治療師、特殊教育
教師或心理學家…等在使用音樂做為
介入策略前，須先了解兒童的發展情
形，以及音樂的作用，才能將音樂做
最好的應用。而治療或訓練的成功與
否，執行者是具有決定性的；如果拿
來在唱遊課中使用，音樂就是是具有
娛樂性質的，如果是針對學生或患者
某種行為的矯治或修正，音樂就有學
習與行為改變的效果。因此在實施以
音樂為媒介的治療或訓練上，以下有
些基本原則是實務工作者（執行者）
必須注意的。
一、設計活動方面
1.設計適合兒童能力，富有變化性的
目標和活動：音樂的作用是一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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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表達的方式，讓兒童可依能力自

3.提供聯想機會、接受自發的原創行

由表現；而藉由音樂活動的變化，

為：利用想像方式促進感覺或經驗

可提高兒童學習興趣、增進記憶，

的連結，激發其記憶和創造力；而

及促進兒童的警覺性。

原創行為表示其正在表達自己的能

2.把握動靜原則：在一段動態活動
後，做一些靜態的動作，其警醒度

力和需求，執行者應接受其原創行
為，並給予適當反應。

較高的情形下，感官較易接受訊

4.給予兒童模仿以及重複練習的機

息，有益於知覺動作發展；且活動

會：讓兒童不斷的模仿看過或做過

中的短暫終止，可使兒童和樂器之

的東西或動作，時間一久便有內化

間建立起物我關係，進而刺激語言

作用，未來則可能會以其它不同的

的學習和表達能力。

方式表達出來。

3.提供多種感官刺激的機會，視兒童

三、實務工作者臨場反應方面

情形決定適當的刺激劑量：多感官

1.培養耐性：執行者本身應有耐心的

的經驗會促進觀念的聯想和建立；

適度接受兒童的各種行為，忍耐的

不管是怎樣的音樂活動，很重要的

程度須視個別情形而定，通常忍耐

還是給予之刺激量及時機，使他們

的限度不在於執行者可以承擔的限

能夠主動參與活動並達到治療和訓

度，而在於兒童之傷害性行為是否

練效果。

可以接受的程度。

二、執行活動方面

2.冷靜接受挑戰：執行者在活動中遇

1.注意個別差異、留心觀察兒童的行

到任何不可預期的情形時需沉穩面

為：針對不同發展程度，提供不同

對，不論整體情況是安靜或混亂，

的訓練或啟發；對沒有反應或拒絕

都應讓課程繼續進行，並針對本身

說話的兒童，應留心觀察其外在表

的作法、態度先自我檢討，再對兒

現，掌握接觸的起點。

童提出適當之要求。

2.營造適當的學習氣氛並提高兒童情

實務工作者將音樂應用於特殊兒

緒：使治療或訓練有效的因素是兒

童時，除上述原則之外，最重要的不

童情感狀態的反應，當兒童的情緒

外乎是與兒童建立良好互動關係，唯

提高後，學習情緒便也隨之升高。

有透過良好互動，讓兒童在活動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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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我內在趨力、達到主動參與、進

的任何聲音，執行者依現場發出的

而組織自我行為，如此良性循環下，

實際聲音作音高、節奏或唱出、彈

以音樂做為媒介來提供之治療與訓練

奏的方式，以聲音來回應兒童。如

的結果將可獲得最大效益。

此兒童與執行者用聲音來建立溝通

陸、音樂運用於特殊兒童之方法
與實例

模式，增加與外界的互動，進而學

一、溝通障礙方面

習新事物。
2.音高聽辨能力訓練：針對沒有應對
語言，或腔調沒有高低起伏的兒

通常將其分成兩大類別的溝通障

童，在執行者唱、彈或敲一個音後，

礙，分別是自閉症和語言發展遲緩；

由兒童仿唱、仿彈或仿敲其音；以

在此以自閉症為例，主要可用三種不

增進兒童以聽覺來分辨外界音高的

同的音樂方法來治療或訓練（張乃
文 ， 2002 ； 張 乃 文 ， 2004 ； Baker,
1982）
；方法說明及個案實例介紹如下

能力。
3.歌曲接唱方式：選擇兒童熟悉的歌

述（表 1）。
1.音樂即興方式：針對於無語言表達
的兒童，我們以他為中心，依其動
作、敲打物品的聲響或個案所發出
表1

曲為主，由執行者主導接唱時機和
長度，並適度給予鼓勵和提示；此
方法目的是將歌唱式的溝通學習，
轉變成口語式的溝通學習。

自閉症兒童音樂介入之個案評估報告

個案情形

嚴重自閉症兒童，沒有任何語言或肢體上的溝通

研究目的

此篇研究是為了了解自閉症兒童在社交和象徵能力的發展，與音樂
做為治療介入的影響

執行方法

藉由音樂配合媽媽的擺動、輕拍、韻律搖晃、唱歌，並由執行者在
旁適時介入，如小朋友有想跳的動作，媽媽幫忙帶領兒童做動作，
由執行者配合時機唱出「jump、jump、jump away」

觀察項目

利用拍攝紀錄下其（1）發聲、表情和姿勢的動作，是否建立出肢
體接觸的關係（2）眼神接觸的時間（3）小朋友起始互動的頻率（4）
對於互動的正向反應情形 e.自發且象徵性的玩耍是否出現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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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在眼神接觸和起始互動上有進步，且在持續治療兩年後，其
正向改變也是一直持續，在社交退縮現象上亦有改善。因此發現，
研究結論

音樂介入的治療可誘發並持續改變兒童的發展型態，尤其在互動的
型態上改變甚多，更使兒童開始有一些預期性、可控制的互動行
為，因此藉由音樂可以強調出情感的特性，並促使小朋友將行為和
音樂做結合，將適當行為類化到生活中

資料來源：整理自 Chadwick, Nash & Wimpory(1995)
在溝通障礙兒童身上運用音樂之

介紹（表 2）。

介入，主要是透過音樂哼唱來誘發兒

1.正向自我概念的建立：以設計成功

童自我表達，並建立兒童與執行者間

的音樂經驗或活動為主要目的，讓

關係，或是透過適當樂器之吹奏來加

兒童從活動中得到成就感。

強口腔運動與臉部肌肉之運用；而不

2.促進情緒覺察及提升表達能力：現

管是有語言、無語言或是片段式語言

成歌曲的利用、詞曲創作即興表演

能力的兒童，都可以在音樂的世界裡

來抒發情緒，把音樂當作是溝通的

達到溝通的目的。

橋樑。

二、情緒障礙方面

3.適當社會行為的培養：透過音樂活

包括注意力缺陷過動症、兒童青

動，如參與合奏，來學習合作、妥

少年期的精神疾患、情感疾患、焦慮

協、尊重、支持與接納別人的音樂

疾患…等（蕭裴璘，2002；Wasserman,

和表演，彼此分享和給予回饋，藉

1972）
；而針對情緒障礙，以下提出以

此學習參與其它活動的態度。

音樂做為介入的方向，以及個案實例
表2

行為與情緒障礙個案的音樂介入模式

個案情形

五到八位有情緒行為障礙之學生，以團體方式進行音樂介入，每週
45 分鐘持續九週做為一階段，一年進行兩階段

研究目的

整體目標期望能提升學生之憤怒處理技巧、自我表達、合作、自尊、
解決衝突、傾聽他人、並做出正確的事情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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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非洲鼓做為暖身活動的器材，讓學生表達自己目前感受如何，
接著學生配合歌曲一邊拍手及唱歌，並以輪流接力的方式拍打非洲
鼓，由執行者來引導學生們做自我表達和創造力的變化，因此可依
自我情緒不同而拍擊出不同的力道和節奏；並在過程中加諸音樂戲
劇、樂器演奏、即興歌曲等音樂活動

觀察項目

由執行者（老師和助理）來記錄學生融入活動以及未融入活動之兩
向度行為，並觀察融入活動時所表現的行為，包含拍手、唱歌、腳
踩拍子、是否隨音樂搖晃、拍打樂器做行為的觀察紀錄

研究結論

主動性的音樂團體讓學生實際參與活動中做自我的表達，並協助他
們在情緒上做具正向性和創造性的疏通管道；透過自發性的即興演
奏樂器方法，提供建立自信和正向社會互動的機會；藉由打鼓活動
來加強手眼協調、粗大動作技巧、前庭功能；因此音樂治療是一個
正向行為支持的方法來改善情緒行為障礙學生之表現

資料來源：整理自 Sausser & Waller(2006)
音樂的效果較被廣為人知的是心

到影響（陳綺慧，2002）
；以下提出幾

理上的撫慰，而在情緒障礙兒童身

個以音樂作介入之方法，以及個案的

上，若再輔以音樂的操作，例如樂器

實例介紹（表 3）。

的演奏、歌曲簡易填詞做為自我情感

1.利用音樂幫助學習認知技巧：運用

宣洩、音樂團體活動的分享、音樂和

多重感官刺激的音樂活動，如「王

舞蹈動作的結合..等，都更加有助於週

老先生有塊地」加以改編的方式，

遭的人去了解情緒障礙兒童的內心世

來讓兒童認識動物及動物叫聲；以

界。

「重複中求變化」的原則，執行者

三、多重障礙方面

收集各種歌曲，並加以改編和分

通常會伴隨相當程度的智能障

類，可幫助兒童學習顏色、形狀、

礙，以及一種或兩種以上的知覺動作

大小、大自然的變化、數字…等。

損傷，所以在智力、社會行為特徵、

也可將音樂融入在日常生活中，用

生理與動作發展、溝通技巧上都會受

音樂來提醒每日的作息，或將生活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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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理的學習過程套入歌曲中來幫助
操作，如：催眠曲、洗澡歌、刷牙

作表達。
3.利用音樂可改善動作技能：音樂的

歌…等。

刺激可提高肢體活動的動機，如拍

2.利用音樂改善及適應社會行為：團

手、點頭、踏步、跳舞…等配合音

體的音樂活動，可提供自然情境讓

樂的律動來訓練粗動作，或改善動

兒童學習適當行為，如團體的樂器

作協調的能力；利用樂器彈奏，像

敲奏、歌曲的合唱或輪唱，可增加

是敲打三角鐵、彈奏鍵盤…等來增

與他人合作的經驗，學習分享、服

加精細動作的訓練。

從、遵守規定…等常規。或是利用

4.利用音樂增進溝通技巧：運用旋

課程前後的問候歌和再見歌，讓兒

律、節奏、速度、音高…等來發展

童學習與他人打招呼的適當行為，

表達能力，如以歌曲對唱和兒童進

如眼神接觸、適當問候辭或適當動

行活動、樂器敲打配合簡單語句。

表3

學習障礙個案在音樂介入過程中的改變

個案情形

五位皆有學習障礙，且伴隨其它病理症狀，包括自閉症和腦性麻痺

研究目的

檢測在音樂介入過程中，個案參與和排斥活動程度上之改變

執行方法

一星期一次，一次三十分鐘的音樂治療

觀察項目

藉由口語發出的聲音、肢體接觸情形、眼神接觸和姿勢的改變、對
樂器的使用，來了解個案參與在音樂介入活動中的程度

研究結論

音樂治療為一結構化的介入方法，讓因障礙而表達受限的個案，有
機會發現自我想法和感覺，並藉此建立有效治療關係而改變行為

資料來源：整理自 Coleman & Toolan(1994)
一般而言，由於多重障礙兒童異

設定便相當重要，無論是提升認知能

質性高、障礙層面較廣，因此當運用

力、社會行為，或是藉以發展動作、

音樂做為媒介時，實務工作者的目標

溝通技巧，音樂都有其不同用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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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了解兒童的學習方式，便成為實

張乃文（2002）
。應用與方法：音樂治

務工作者在進行音樂介入的治療和訓

療與特殊教育—溝通障礙。載於

練時很重要的一門作業了。

音樂治療：治療心靈的樂音（頁

柒、結論

80-89）。台北：先知。

以音樂為媒介來做治療和訓練，
其目的不是要孩子能夠學會唱歌、使
用樂器、甚至讀樂譜，而是要讓他們
能體會到音樂的快樂，也藉音樂表達
他們情緒。其效果需由音樂治療師或
實務工作者，透過不斷觀察孩子的行
為反應，重複「有成效和意義」的活
動，從活動中尋找適合孩子的介入方
法，以培養適應行為，這是我們實務
工作者共同希望達成之目標。藉由此
篇介紹，以期可以在未來實務執行
上，做為另一個不同面向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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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特教教師專業標準對我國特教教師
素質提升之啟示
陳慧儒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研究所
高熏芳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研究所

壹、前言

求，能經由客觀評鑑，淘汰不合標準

近年來，有關教師「專業」議題

的人員，並能持續進修成長。由此可

的討論沸沸揚揚，但究竟教師是不是

知，要建立教師專業的形象，首先就

專業人員？教學是不是專業工作呢？

必須制定一套公認的教師專業標準。

許多學者都給予肯定的答案(陳美

教師素質的良窳關鍵著教育發展

玉，1999；甄曉蘭，2003；顏國樑，

的成敗，因此任何一套培養教師的制

2003)。教師的專業到底為何?要如何

度，都不能悖離「提升教師素質」的

做才能達到教師的專業呢?美國教師

最高原則，爲確保我國師資專業化和

聯 盟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優質化，教師專業應建立專業標準；

Teachers, 2000) 提出了看法，認為真

無論師資養成、教育實習、資格檢定、

正的專業必須有一些經嚴格訓練獲得

教師甄選或教師專業成長，都必須以

專門知識和技能的從業人員，且訂定

教師專業標準貫穿全局，做妥善的規

一套成為專業人員的標準，經由大眾

劃，這不僅符合國際脈動，也因應國

認可的程序取得資格；專業人員能自

內需求。教育部委託中華民國師範教

行決定工作環境，能獨立判斷顧客需

育學會研議「師資培育建議書」
，其中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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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立專業標準本位的師資培育系統，

些標準，隨後放置在網站上供公眾作

應是我國未來師資培育政策的主軸

評論，因其能確實陳述實踐方式、強

(吳武典，2005)。檢視國內特殊教育

調差異性及符合潮流而備受讚揚。

狀況，截至目前為止尚未訂定一套正

二、CEC 十大領域標準

式的特教教師專業標準，且相關研究

(一)基本原則

十分缺乏，反觀美國因十分重視績效

經由哲學、原理學說、法律政策、

責任的概念，故已有許多教育團體訂

歷史觀點以及對人的爭議來了解特教

定了特教教師專業標準。本文針對美

領域及特殊學生在學校和社會中的處

國特殊兒童協會、全國專業教學標準

遇；了解評量、教學計畫與執行、方

委員會、州際新進教師評量暨支持聯

案評鑑等會影響專業的實踐；知道個

盟所提出的特教教師專業標準進行探

別差異會影響家庭、文化、學校以及

討和比較，期能提供我國相關學術單

服務的提供；了解特教組織、學校系

位發展特教教師專業標準之參考。

統和其他組織之間的關係。特教教師

貳、美國特殊兒童協會(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簡
稱 CEC)特教教師專業標準
制定說明

運用這些知識為基準，在其上建構自

一、制定過程

個人；了解一般和特殊學生間相似和

己對特教的看法與哲學。
(二)學習者的發展與特徵
尊重學生，將其視為一個獨特的

CEC（2003）標準編制的宗旨植

相異的發展與特性，並以此回應學生

基於以下兩點原則：1.專業標準必須

的能力和行為；知道特殊學生的感受

來自於專業本身、2.特殊教育是一個

會影響學習能力、家庭、社會互動及

國際性的專業，並非侷限在各國、各

對社區的貢獻。

州或地方，故其編製過程是由超過一

(三)個別學習差異

百名 CEC 成員直接協助發展，再經由

知道障礙狀況會影響個人在學校

上千名 CEC 成員和其他組織確認這

及終身的學習，據此提升學生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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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態度、價值觀、興趣和職業選擇；

習和互動；使用適當的誘導和教學，

知道文化、傳統思想和價值觀會影響

教導特殊學生做出一般大眾預期的反

學生、家庭和社區之間的關係。了解

應，並在其遭遇危機時介入；整合所

學習差異和可能的交互影響，賦予特

有支援並提供助理員、義工和助教等

教教師個別化教學的基礎，提供學生

指引與定位。

有意義及挑戰性的學習。

(六)語言

(四)教學策略

了解典型和非典型的語言發展，

採用經驗證有效的策略，提供學

了解異常的狀況會影響個人語言的運

生個別化的教學；選擇、改編及提升

用；使用個別化策略和擴大性、替代

一般和特殊課程之學習成效，並為學

性、支持性工具增進學生的語言發展

生調整學習環境；依照學生需求，利

及溝通技能；配合個人語言的精熟度

用批判性思考、問題解決和優勢表現

及文化、語言的差異性來進行溝通，

來提升學習，增進學生的自我意識、

讓母語非英語的學生易於了解學科內

自我管理、自我控制、自我尊重和自

容。

立更生；透過環境和生涯觀點來發展

(七)教育計畫

和整合知識技能。
(五)學習環境和社會互動

個別化的決定和教學是特教的核
心，特教教師考量學生的能力、需求、

主動為學生建立學習環境，促進

環境、文化、語言、普通和特殊課程

文化間的了解、安全感、社會互動和

等，發展長程個別化教育計畫，並轉

雇用身心障礙者；創造尊重多樣性的

化成為清楚和能有效執行的短程目

環境，教導個人在多元文化中生存及

標；了解障礙狀況會影響教學變項的

發展；塑造一個能提升學生自主、自

選擇、調整和教材製作；分析學生學

動、自決、有活力及自尊的環境；協

習進程以適時修改教育計畫；整合學

助普通教師讓特殊學生融入普通教育

生、家庭、專業人員等，使教育計畫

環境中，並帶領他們進行有意義的學

的實施變得容易；發展個別化轉銜計

屏師特殊教育

19

美國特教教師專業標準對我國特教教師素質提升之啟示

畫，並使用適當工具支持個別化教育

者，經常反省和調整工作表現；了解

計畫和教學。

自己及他人的態度、行為和溝通方式

(八)評量

會影響自己的工作表現；了解文化和

使用多元的評量確認學生需求及

語言會與障礙相互影響，並對學生及

發展、實施個別化教育計畫，並適時

其家庭保持敏感度；知道自己工作上

調整教學；了解評量的法律和道德原

的限制及本分。

則以及相關的轉介、資格、計劃制定、

(十)合作

教學和安置；了解評量理論並解決評

主動與家庭、同事、相關服務提

量結果的爭議；了解如何適當使用各

供者以及社區機構人員合作，確保學

類的評量工具及其限制；與家庭和其

校教育能滿足特殊學生學習的需求；

他人員合作確保無偏見及有意義的評

支持特殊學生並促進其學習和福利；

量，以便做出正確的決定；帶領正式

成為同事了解特教相關法律和政策的

和非正式的行為、學習、成就和環境

資源，並利用合作關係讓特殊學生在

評量來設計教學；使用評量資料來確

環境和服務的轉銜上變得容易。

認必要的試場調整，讓特殊學生參與

參、全國專業教學標準委員會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簡稱 NBPTS)特
教教師專業標準制定說明

普通課程以及測驗；掌握學生在普通
和特殊課程中的學習進展，並使用適
當的工具進行評量。
(九)專業和道德實踐
特教教師扮演多樣且複雜的角

一、制定過程

色，工作內容橫跨數個年齡級距和發

NBPTS（2001）是一個由州長、

展階段，且必需持續關注法律及專業

教師協會、學校教育會主席、學校行

倫理；積極計畫和參加專業活動與學

政人員、師資培育機構、相關官員和

習社群將有益於學生、家庭、同事和

關心教育的團體所組成的機構，他們

自我的專業成長；視自己為終身學習

根據標準發展評量系統，自願接受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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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檢定的教師可獲得認證；目前委

含了知識、技能、性格和承諾，每個

員會已經發展近三十個教學領域的認

標準都描述一個重要的面向，可歸納

證，確認專業教師應知道的事及應有

成四個部份：

的作為，並輔助各州政府發給教學證

(一)籌劃學生的學習

照。NBPTS 於 1994 年轉化五大信念

1. 有關學生的知識

作為制訂特教教師專業標準的依據，

擁有人類發展和學習的知識及觀

並向公眾傳達草擬的標準以徵求意見

察學生的技巧，了解學生的知識、

和評論，再由 NBPTS 主任委員於通

習慣、技能、興趣、志向和價值觀。

過前進行修正。NBPTS 的專業標準會

2. 特殊教育的知識

定期被更新，以反應特教領域的轉變。

應用哲學、史學、法律知識及教學

二、NBPTS 十四大標準

策略來設計教學，並運用特教專門

NBPTS 各教學領域的標準與認
證都是根據五大信念而來，這代表了

知識為學生訂定有意義的目標。
3. 溝通交流

教師在專業上的一致性，核心信念如

知道溝通在學習上的重要性，並運

下：

用溝通技能來幫助學生學習、理解

(一)教師對學生及其所學應有所承

和應用資訊，協助他們發展和維持

諾。
(二)教師應熟悉所授科目並使學生充
份理解。
(三)教師有責任管理與督導學生學
習。
(四)教師應反思其教學並從經驗中學
習。
(五)教師應為學習社群的一員。
NBPTS 的特教教師專業標準包

屏師特殊教育

人際關係。
4. 個別差異
創造平等、公正和尊重個別差異的
環境，確保所有學生都能獲得高品
質的學習。
5. 內容知識
運用學科知識來建立課程目標、設
計教學、促進和評估學生的學習與
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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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學生的學習
1. 有意義的學習

源和人力。
3. 家庭合作

與學生以有意義的方式探索重要

與家長、監護人和照料者合作以了

和富挑戰性的概念、主題與爭論，

解學生並達成共同的教育目標。

以增長其能力和自信。
2. 多管道獲得知識
運用多種方式來幫助學生增強理
解力和掌握必要的知識技能。
3. 社會性發展

(四)專業發展和延伸
1. 反思實踐
定期分析、評估和增強教學品質。
2. 促進專業和培育
能獨立工作並與他人合作以協助

協助學生建立效能和獨立的觀

學校及提升特教領域的知識、政策

念，發展自我特質、社會意識、尊

和實踐。

重他人與合作的能力。
(三)支持學生的學習
1. 評估
設計及採用多元評量以獲得學生
學習與發展的即時資訊，並幫助學

肆、州際新進教師評量暨支持聯
盟 (Interstate New Teacher
Assessment and Support
Consortium，簡稱 INTASC)
特教教師專業標準制定說
明

生反思自己的進展。
2. 學習環境
建立一個有愛心、有促進性和安全
的學習環境以培養學生的民主觀
念，並為自己的學習負責、樂意承
擔智力上的風險、發展自信與學習
獨立和合作。
3. 教學資源

一、制定過程
INTASC（2001）的特教委員會
認為教師有責任提供特殊學生合適的
教 育 ， 這 個 信 念 與 IDEA’97 （ 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of 1997）的精神一致，因為障礙
是人類經驗中自然的部份，這並不減
少個人參與和貢獻社會的權利。

選擇、改編、創造和運用多樣的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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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ASC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原則發展

策略以測量和確保學生在智力、

教師的知識、技能和性格標準，並提

社會與生理上的持續發展。

供各州、專業組織和師資培育單位發

(九)是一位反省的實踐者，持續評估

展專業標準及教師資格認證之指引。

自己的選擇和行動對學生、家長

二、INTASC 十大標準

和其它專業人員產生的影響，並

(一)了解所授學科的核心概念、方法

主動尋求專業成長的機會。

和架構，並為學生創造有意義的
學習經驗。
(二)了解兒童如何學習和發展，提供
學習機會以支持學生智力、社會
和身體的發展。
(三)了解學生學習上的差異並創造符
合其需求的教育機會。
(四)了解並使用各種教學策略，鼓勵
學生發展批判性思考、問題解決
和執行的能力。
(五)了解個人和團體動力與行為，創
造一個促進正向互動、積極參與
和自動自發的學習環境。

(十)建立與同事、父母、社會團體的
良好關係以支持學生的學習和福
利。

伍、分析與結論
綜合上述三個專業團體所訂
定之特教教師專業標準可得以下
之結論：
一、特教教師專業標準制定過程必須
嚴謹
(一)應由特教專家學者、教師和利害
關係人共同參與標準制定，匯集
各方意見。
(二)應透過特教專業人員和利害關係

(六)運用有效的語言、非語言溝通技

人一段時間的檢視和公聽，徵詢

術以培養學生主動探究、合作和

公眾意見並於實施前進行最後修

互動。

訂。

(七)根據學科知識、學生能力、社區
環境和課程目標規劃教學。
(八)了解和運用正式與非正式的評估

屏師特殊教育

(三)於制定後應隨特教領域的發展而
進行檢視和更新，以符合時代潮
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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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教教師專業標準必須包含知

面向，相關比較見表 1。這些組織都

識、技能和態度

強調雖然特教教師的專業劃分成許多

雖然各組織制定的標準內涵有些

層面，但教學其實是一個複合和動態

許差異，但因其在編制過程中互為參

的過程，所以每個標準是相互鏈結而

照及利害關係人，故有許多共通的特

非各自獨立的。

點，可歸納為知識、技能和態度三個
表1

美國特教教師專業標準比較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三、與證照制度相結合
CEC、NBPTS 和 INTASC 都認為
專業標準應與認證制度結合，以檢定
符合專業及學生需求的特教教師，並
提供特教師資培育機構擬定職前培訓
計畫的依據。

24

陸、對於我國特教教師專業標準
建構之啟示與建議
一、我國特教教師專業標準建構之流
程
為提升我國特教教師素質，首重
專業標準之建立，其建構的過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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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立一個由特教專家學者和實際

為特教教師專業標準的一環。

從事教學的教師組成的專業組織；(二)

三、我國特教教師專業標準於師資素

該組織依據國外經驗、國內情況及特

質提升之運用

教法初步擬訂特教教師專業知識、技

(一)應與職前課程結合

能、態度標準的草案；(三)經由一段

職前教育機構可採用專業標準建

時間的公聽，結合相關專業人員及利

立師資生篩檢機制、修訂現行課程及

害關係人之意見後進行修正，以結合

強化教育實習內容，並依此評定學生

不同觀點及符合實際需求；(四)專業

能力、教學成效和實習品質；師資生

標準公佈後應隨時檢討與修正，以符

也能利用專業標準進行自我反省與檢

合政策轉變與特教趨勢。

視，並擬定個人專業成長計畫。

二、我國特教教師專業標準建構之內
涵

(二)應與教師資格檢定結合
教育部於九十四年訂定「師資培

特教的核心是個別化教學，因此

育素質提升方案」
，確立「教育專業標

特教教師專業標準的制定應以學習者

準本位」政策，確保師資「專業化與

為中心，再依知識、技能和態度三個

優質化」為師資培育最重大課題，儘

面向來發展，並著重特教教師關鍵和

速研訂各級學校教師專業標準，並與

特定的能力。特教教師是特殊學生的

換證制度密切結合（國語日報，

個案管理員，故應特別強調有關學習

2005a）。我國應建立各類特教教師專

者的知識，以掌握個別學生需求；專

業標準和檢定制度，並平衡標準的廣

業技能是個別化理念的實踐，其內容

度與深度，使其既能符合特殊學生的

有 IEP 擬定、教材選用、教學策略、

個別需求，亦不使某類師資匱乏。此

環境規劃、多元評量、促進學生社會

外，標準的制定也應針對教師能力和

互動並與專業團隊合作等。此外，促

經驗有所劃分，檢定內容除專業知識

進學生的福祉、尊重法律和倫理、持

外也應包含專業技能和態度。

續教學反思和專業成長等態度，也應

(三)應與教師甄試結合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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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甄試應根據專業標準本位的
精神，建立公平的甄選環境和合宜的
甄選條件，遴選高素質和富教育熱誠
的合格特教教師，以提供身心障礙學
生更優質的教育。
(四)應與教師專業發展結合
特教教師的專業標準應有層次上

與專業標準(頁 231-248)。台北
市：心理出版社。
陳美玉（1999）。教師專業學習與發
展。台北：師大書院。
國語日報（2005a）
。提升師培素質 教
部擬四年計畫。2006 年 3 月 7
日，取自

和領域間的劃分，並與教師專業發展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

各階段充分結合，以符合實際需求。

s/adv_listdetail.asp?serial=42052。

教育主管機關應依據專業標準設計專

國語日報（2005b）。教師評鑑專業、

業提升課程和認證制度，以實質鼓勵

公平受質疑。2006 年 3 月 7 日，

教師持續提升自我的專業知能。

取自

(五)應與教師評鑑結合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

教育部將於九十五學年度試辦中

s/adv_listdetail.asp?serial=41751。

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但外界卻質

甄曉蘭（2003）。中小學教師專業成

疑教育部除未建立評鑑程序和培養合

長。教育人員專業發展學術研討

格的評鑑人，更缺乏公認的評鑑規

會。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準，難以達到評鑑目的，也缺乏公平

顏國樑（2003）
。從教師專業發展導向

性（國語日報，2005b）。因此，建立

論實施教師評鑑的策略。教育資

一套公認的特教教師專業標準，絕對

料集刊，28，259-286。

是推動教師評鑑的首要條件。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2000).

柒、參考資料

Building a profession:

吳武典（2005）
。專業標準本位的師資

Strengthening teacher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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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制度之建構。載於中華民國

and induction. Washington DC:

師範教育學會：教師的教育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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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Education, 5th Edition.
Interstate New Teacher Assessment and
Support Consortium (2001).
Model Standards for Licensing
General an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 Resource for State
Dialogue. Washington, DC: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2001). NBPTS
exceptional needs standards for
teachers of students ages
birth-21+. Washington: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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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教學原理在學習障礙學生之教學應用
胡永崇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壹、前言

驗控制之研究後即發現，對學習障

直接教學原理或稱直接教學法

礙學生最有效之教學方法即結合直

(Direct Instruction)，並非特定的教

接教學與學習策略教學之方案。

學方法，而是一項教學原理，此一

Forness(2001)所作的實驗研究之綜

教學原理主要源自行為學派的理

合分析也指出，學習障礙學生最有

論，認為學習障礙或學業困難學生

效之教學項目為記憶策略，其次為

需要更直接、更明確、更具教師主

閱讀理解策略教學，第三即為直接

導性之教學，而非採取鼓勵學生自

教學。

行建構知識、相互討論或創造等以

貳、直接教學原理的基本理念

學生為本位的教學模式。

直接教學的「direct」一字就字

一般學生通常具有適當之知識

面意義而言，有「直接、主導、指

基礎、學習策略及學習動機，因此，

導、正好」之意，因此，直接教學

或許教師採取鼓勵學生自發學習的

原理亦即藉由直接的、明確的、結

方式，有助於建構學生之知識系

構化的教學及積極的練習與回饋，

統，但就學習障礙學生而言，在缺

提升學習障礙學生之學習表現。此

乏知識基礎、學習策略、學習動機、

一教學原理具有幾項基本理念：

自動學習、偶發學習等情況下，若

1.不涉及學生之障礙病因或障礙類

教師之教學未能更具主導性、結構
性與明確性，則教學效果將受到限
制，且學習進度也難以持續推進。
Swanson(1999)分析 1976 年到
1997 年所發表之 272 份具有良好實

28

別
任何障礙類別的學生，教師能
處理者必是教學內容而非類名本
身，因此，就學習障礙學生而言，
教師能進行教學處理者，必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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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聽、說、讀、寫、算、社會技巧

(例如基本圖形或各種數字符號)進

等範圍，而非「學習障礙」此一類

行記憶力之訓練。

名。此外，即使一般認為學習障礙

3.教學由教師主導

學生之障礙病因來自「中樞神經系

對於一般學生之教學，通常教

統功能失常」，但「中樞神經系統」

育人員大都主張教師應居於輔導者

本身，教育人員亦無法給予任何之

或誘發者，而非主導者或直接教學

教學處理。此外，教師面對學習障

者。不過，對學習障礙學生而言，

礙學生之教學，也不必預設學生因

不管教學內容編選設計或教學過

「學習障礙」而可能有各種「障礙

程，卻必需由教師主導，而非學生

或缺陷」
，教學起點及教學內容全視

主導，亦即由教師設計對學生最迫

學生對課程內容所具備之起點行為

切需要之教學內容，及由教師主導

及學習表現而定。

整個教學過程。因此，教學前設計

2.不涉及基本心理歷程之訓練

具有實用價值及結構化之教材，教

雖然學習障礙學生常被視為具

學過程亦由教師直接針對教學內容

有基本心理歷程之缺陷，不過，基

作明確化之教學，即成為學習障礙

本心理歷程之訓練卻非有效之教學

學生重要之教學原則。

策略。例如學者所作之研究結果整

4.直接對學生指導

合分析即發現，針對學習障礙學生

一般學生之教學，教育人員大

所實施的各種教學方法，其中以知

都強調需引導學生自我學習及合作

覺 動 作 訓 練 (perceptual-motor

學習，鼓勵學生發揮創意、尊重及

training) 之 教 學 成 效 最 低

鼓勵學生採取自己的方式去學習、

(Forness,2001 ； Hallahan, Lloyd,

教師給予引導而不給予直接指導。

Kauffman,

Martinez,

不過，直接教學原理則強調需對學

2005)。事實上，就如記憶力此一基

習障礙學生作直接之指導，讓學生

本認知能力而言，有效的教學方法

在最短的時間內，直接由教師之教

應是直接針對學習內容本身，設計

學獲取最重要或最實用之必備知識

適當的記憶策略(mnemonics)，而非

技能。雖然此種直接教學之方式，

以各種與學科內容無關之學習材料

可能讓學生處於較被動的地位，但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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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使學生獲取必要知能較直接有
效之教學模式。
5.採用有效教學的原則

7.直接評量原理之應用
直接評量(direct assessment)強
調教師需採取與教學內容具有直接

所 謂 有 效 教 學 (effective

關係，且是最快速的評量方法評估

teaching)即指應用行為原理，採取

學生之習得狀況。事實上，評量的

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有效教學原則，

重要精神在於評量內容是否符合教

例如個別或小組教學、教學前先作

學目標、是否能快速反應學生之習

簡短舊經驗複習、教學前先行敘述

得狀況、是否因應學生之個別學習

教學目標、小步驟陳述教學內容、

特徵及是否簡單易行，而非評量方

明確解釋與指導、充分練習、隨時

法之多樣性、裝飾性或趣味性。

評估學生習得狀況以調整教學、提

參、直接教學原理對學習障礙
學生之教學應用

供即時回饋與增強、經常複習等等
(Lerner, 2003)。
6.採用有效的教學方法
有效的教學方法通常包括有效
力 (effectiveness) 及 有 效 率
(efficiency)二個向度，亦即教師不
但需採取確實有助於學生習得的有
效力教學方法，而且在各種有效力
的教學方法中，還必需考慮選取最
具效率的教學方法。有效力及有效
率之教學方法，一般皆來自學者之
科學研究，因此，教師需經常注意
相關之教學新知，並於自己的實際
教學中，驗證這些研究結果，當然
教師亦有必經由自己的行動研究，
探討對大多數學生或個別學生有效
力及有效率之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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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rner 及 Kline(2006)指出，直
接 教 學 的 應 用 包 含 幾 項 歷 程 ： (1)
將學習工作分析為較小的步驟；(2)
隨時探測學生的習得狀況；(3)提供
學習結果的回饋；(4)提供圖示或圖
表增進學生之理解；(5)提供充分的
獨 立 練 習 機 會 。 Mercer

及

Mercer(2005)亦 認 為 ， 直 接 教 學 至
少應包含以下歷程：(1)明確的一步
驟一步驟教學；(2)每一步驟需確定
學生已達精熟學習；(3)即時矯正學
生之學習錯誤；(4)逐步褪除教師之
主導，促使學生朝向獨立學習；(5)
新習得之概念需作累積式複習。
以下亦由教學前、教學中及教
學後等三階段，說明直接教學原理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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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重要之教學目標，教師皆

一、教學前

需實際瞭解學生是否具備，若未具

1.設定最實用性之優先教學目標

備則皆需列為教學內容之中。教師

學習障礙學生補救教學的最重

不必因學生某些「該會卻仍不會」

要目的應在於培養學生具有適應日

的教學目標而訝異或責難學生，亦

常生活所需之基本學業技能，而非

不可推論某些教學目標是學生「不

配合普通班學生目前之教學進度。

必教就可自動學會」
。事實上，許多

因此，教師應以有助於學生日常生

一般學生藉偶發學習即可習得的教

活適應之教學內容作為優先選取之

學目標，學習障礙學生卻需透過有

教學目標，否則目標不當，即使因

系統之教學才可習得，因此，教師

採用直接教學原理而使學生有效習

應有「每事教」之理念，凡是重要

得，其實用價值亦有限。

之教學目標，而學生仍未習得者皆

2.教學前先評估學生之已知與未知

需列入教學內容之中。例如一般學

教學之前，教師必需評估學生

生不必刻意教學即可具有「看人臉

是否具備學習本單元所應有之基本

色」的能力，但許多學習障礙學生

學業技能，以設定適當之學習內容

卻有賴教師將「看人臉色」列為直

及學習目標。各單元之教學亦需再

接教學之目標。

評估未作直接教學前，學生是否已

此外，一般學習障礙學生大都

對本單元之學習內容具有若干習

具有類化能力之限制，因此，教師

得，以作為調整教學內容及教學目

固應注意類化教學，但亦不可過度

標之依據。例如二位數之加法需有

推論教學後學生即可自動產生類化

一位數加法之基礎，若學生已有一

作用，除非確定學生已能類化，否

位數加法之基礎能力，則需再評估

則同一教學目標在各種類化情境之

學生對二位數加法之精熟程度，若

直接教學仍是必要的。

未作正式教學，但學生已具有適當

4.結構化、細步化、系列化分析待

精熟水準，則顯示教學目標設定過
低，即需重新調整。
3.每事教

屏師特殊教育

學習的目標
教學前教師需將預定之教學內
容作結構化及系列化之安排，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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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逐步習得。此外，每一學習工

生難以自行建構知識、使用不當之

作仍可再作工作分析，以適合學生

學習方法或學習進度難以有效推進

以較小步驟從事學習。至於工作分

等窘境。若採取直接教學原理，則

析之步驟究應多細，則應依學生能

教師即應直接給予學生明確指導，

力而定，教師亦不可誤以為「愈細

無需讓學生自行建構。例如教學生

愈好」或因工作分析而使學習內容

以「勇敢」一詞造句，教師即應備

枝離破碎。

妥及直接指導學生習得三個包含

5.設定具體的、可觀察的、可數據

「勇敢」一詞之句子，而非問學生

化之教學目標

「勇敢可造什麼句子？」
。當然，學

教師能作直接教學者必是行為

生學會教師所造之三個句子後，若

目標，例如「培養學生識字能力」

能再自行造一個句子，則應給予增

並非教師能直接教學之目標，但「會

強，若無法再自行造句，則至少亦

正確讀出直、接、教、學、法等五

已習得教師所指導之三個句子。又

個字」
，則是教師能付諸教學的具體

如數學方面，教師想指導學生「2

目標。設定具體可觀察之目標，不

個 10 元再加 5 個 1 元是多少元」，

但有助於教學處理，且有助於評估

則需直接以錢幣操作之方式明確指

教學目標是否達成。所謂具體的教

導學生此一數學概念，而非在教師

學目標，一般需具備之條件即可觀

教學前即問學生「2 個 10 元再加 5

察及可數據化等二個向度。
二、教學中
1.將教學內容直接對學生作明確之
教學--先教再問，先教再考

個 1 元是多少元？或要求學生用錢
幣排排看」
。因此，教師採用直接教
學原理需注意「先教再問，先教再
考」之重要原則。教師對於教學內

將教學內容對學生進行直接之

容、學習重點、學習方法、可能之

教學應是直接教學原理最重要的精

迷誤概念，皆應直接教學，而非讓

神。以往許多教師經常會採取諸如

學生自行探索。

引導、討論、合作學習等教學模式，

2.直接指導正向的及具體的做法

而不直接對學生進行指導，不過，
採取這些教學措施卻也常受限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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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應具體指導學生某一學習
目標應有的正向行為及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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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指導學生專注態度，避免僅作

定、教學方法之選取、教學時間之

「不要看窗外」等負面行為禁止，

安排、評量方式及學生可能之學習

應具體要求學生「上課要專心聽講」

困難的預設等，皆應由教師扮演主

之正向行為，此外，亦應指導學生

導及主動的角色，亦即採取「以教

專心聽講的「具體做法」
，例如眼睛

師為本位」而非「以學生為本位」

看著老師、注意看老師在黑板上寫

之教學原則。當然此一教學措施並

的文字等等。

非否定學生之自我選擇權，只要學

3.採用最有效之教學方法

生之選擇與有效教學方法不違背，

如前所述，所謂有效之教學方

自可尊重學生之選擇，否則即應以

法需考量有效力及有效率二個向

教師所主導之有效教學方法為主。

度，教師需採用花費最少效果最大

5.同一時間只針對一項教學目標進

之教學方法。以較最簡單之教學方

行教學

法學生即可習得，即無需採取複雜

教學時，同一時間只進行一項

之教法。例如呈現注音符號字卡

教學目標，待此一教學目標精熟習

「ㄍ」
，且要求學生唸一次該字音，

得後，再進行另一教學目標之教

一二次練習後，學生即可習得，則

學。一般而言，「教得少，複習多」

無需再設計更複雜之「ㄍ」的各種

對多數學習障礙學生而言，是項重

記憶策略，某一教學內容無需使用

要之教學原則。例如一位數未進位

教具學生即可有效習得，則自無花

之加法未精熟習得前，自無必要進

費人力物力製作豐富教具之必要。

行二位數加一位數未進位之加法。

不過，何種教學方法是有效之教學

6.注意學生之精熟習得

策略，則可能因人因時因學習領域

Lerner 及 Kline(2006)指出，直

而異，教師除經常注意教學相關研

接教學的結果即是學生之精熟學習

究之新知外，亦應抱持「教學者即

(master learning)。因此，對於任何

研究者」的態度，隨時檢驗各項教

教學目標皆需讓學生達到精熟學習

學方法之成效。

之程度，否則常易導致「現在會，

4.教學過程由教師主導

待會兒忘；今天會，明天忘」之現

舉凡教學目標及教學內容之設

屏師特殊教育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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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充分的及適當的練習
欲使學生達到精熟學習，即需

學生具有適當表現，教師自應給予
增強，但學習錯誤則僅作再次練

予其充分的練習機會，教師可採用

習，避免給予懲處或負面批評。

正反實例示範、引導練習、獨立練

10.找 出 學 習 困 難 的 步 驟 實 施 再 教

習、課末複習、經常複習、回憶提

學

示等各種練習措施，以增進學生對

學生產生學習困難有時固然是

學習內容之精熟。其中尤以引導練

全面性的，但有時則僅其中特定過

習(guided practice)更是重要，亦即

程尚未習得或習得錯誤所致，因

各種學習皆需先在教師監督下練

此，教師應利用錯誤類型分析及臨

習，一發現錯誤立即給予回饋修

床晤談等方法，確定學生學習困難

正，且一邊練習一邊給予再教學。

或學習錯誤的步驟，給予再教學。

待學生於引導練習時能完全正確習

三、教學後

得，才可從事獨立練習。

1.時時實施「評量-教學-再評量」之

8.充分的教學及專注學習之時間

機制

充分的教學時間及學生專注學

教學前固應先行瞭解學生之起

習時間常能影響學習成效，因此，

點行為以設定適當之教學目標，教

教師除盡量避免延誤教學時間，也

學後亦應隨時評估學生之習得狀

需安排適當教學空間及應用各種增

況，作為調整教學之依據。

強與相關措施，使學生於教學時間

2.依學生學習進步情形調整教學
學生的學習困難或學習表現低

能專注學習。
9.即時的回饋與增強

下可能與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

教學過程中對於學生的學習狀

學方法及評量方法之不當有關，因

況需給予即時的、直接的及明確的

此，當學生產生學習困難或學習表

回饋，亦即具體指出學生的學習正

現低下時，教師即需由此四向度評

確與錯誤之處，並作重新教學及練

估可能的原因，並據以調整教學措

習與修正，不需要求學生自行發現

施。

學習問題或學習錯誤，也不需因學

3.將學生之學習進步情形數據化及

生之錯誤而涉及學生之人格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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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料 本 位 教 學 (data-based

生之語文及注意力，而不易反應其

instruction)即將學生之學習表現數

真正的習得狀況；(6)因應學生身心

據化及圖示化，使其進步情形明確

特徵採取必要之評量調整措施；(7)

化，藉以增進教師瞭解學生之進步

採用最直接快速且有效的評量方

情形及讓學生本身、家長及相關人

法，例如教學目標為會認讀「教學」

員，具體瞭解學生的進步狀況。

一詞，則呈現「教學」一詞，要求

4.持續性之複習—持續性的再教學

學生認讀，無需要求學生先用磁鐵

「學得慢，忘得快」經常是學

自一堆語詞中釣起「教學」一詞，

習障礙學生「正常的」的學習特徵，

然後再認讀此一語詞。

因此，教學當時除注意精熟學習

肆、結語

外，教學後亦應注意持續性之複
習，不過，複習並非僅是再次的評
量或考問，而是「再次的直接教
學」
。學生之習得，必經反覆之教學
而非反覆的評量。
5.直接評量原理之應用
教學後教師可採取以下直接評
量的原理：(1)採用課程本位評量評
量(curriculum-based assessment)；(2)
每次之評量內容即該次之教學內
容；(3)直接以實際作業評之，不必
要求學生回答「懂嗎？哪裡不
懂？」；(4)評量內容及方法應能充
分反應教學目標。例如，教學目標
為「會 3 個一數」則直接要求學生
3 個一數，不必要求學生填答
「(

)-6-9-(

)」
；(5)實作評量及口

頭評量為先，紙筆評量常受限於學

屏師特殊教育

直接教學原理的相關名詞包括
精確教學(precision instruction)、明
確教學(explicit instruction)、資料本
位教學及精熟學習等。直接教學原
理雖非學習障礙學生教學的唯一原
則，也非萬靈丹，不過，教師若能
應用直接教學原理，則對於提昇學
生的學習表現應有較佳之效果。
直接教學僅是一項教學原理或
一組教學原則，此一原則仍需「直
接」應用於學科內容之教學，正如
Swanson(1999) 的 綜 合 分 析 所 顯 示
的，學習障礙學生最有效之教學方
法即將直接教學原理結合學習策
略，應用於學業內容之教學。

參考資料
Forness, S. R. (2001). Special

35

直接教學原理在學習障礙學生之教學應用

Education and Related Services:

treatment outcomes. NY: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Guilford Publications. 4/1/2006

meta-analysis? Exceptionality,

Retrieved from

9, 185-197.

http://www.ncld.org/content/view/517/

Hallahan, D. P., Lloyd, J. W.,

398/

Kauffman, J. M., Weiss, M. P.
& Martinez (2005). Learning
disabilities: Found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ive
teaching. Boston, MA: Pearson
Education.
Lerner, J. (2003). Learning
disabilities: Theories, diagnosi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Lerner, J., Kline, F. (2006).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related
disorders: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Mercer, C. D., & Mercer, A. R.
(2005). Teaching students with
learning problem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Swanson, H. L., Hoskyn, M., & Lee,
C. (1999). Interventions for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 meta-analysis of

36

屏師特殊教育

屏師特殊教育

民 95 年 5 月．第 12 期

P37～45

融合式適應體育之直排輪教學對注意力
不足過動症兒童之成效
沈朝銘
台南縣立學甲國民小學

壹、前言

殊兒童之直排輪溜冰訓練（陳志平、

直 排 輪 （ in line skating 或 稱

李翠玲，2003）
，有關以融合理念進行

rollerblading），既是一種移動模式，

適應體育之實作與討論更是鮮少出

同時也是一種好玩的娛樂，它具有多

現，本文期望在融合教育與適應體育

種力道、滑行和摩擦力、潛能與跳躍

的理論基礎上，配合實務教學活動的

力、敏捷、耐力、平衡、直線加速與

進行，探討融合式直排輪教學對身心

角度測量等特色表徵（White,1999；

障礙學生之可行性。

Wotherpoon, 2005）。隨著融合教育理

貳、融合式適應體育之理論基礎

念的推展，身心障礙學生適應體育發

(一)適應體育之定義：

展逐漸多元生動，加上國人對運動的

適 應 體 育 （ adapted physical

重視與在相關比賽如特殊奧林匹克

education） 是 藉 由 改 善 心 理 動 作 問

（special Olympics）與每四年一次的

題，以利個人達成其成就目標與自我

國 際 殘 障 奧 林 匹 克 運 動 會

實現，並建立積極、主動的健康生活

（Paralympics）等運動中的傑出表現

型態，適應體育得在回歸主流或非回

（沈娟娟，2003；曾增勳，2003；林

歸 主 流 的 教 育 中 進 行 （ Sherrill,

宜靜，2005）
，讓適應體育在特殊教育

1997/2001），在設計上必須強調全方

中的地位更形重要。然而國內對直排

位的教育（unique education）以及功

輪溜冰與特殊兒童之學術專論僅有陳

能 上 的 限 制 與 需 求 （ functional

志平與李翠玲以感覺統合觀點探討特

limitations and needs ）（ California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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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olleges Adapted Physical

Sherrill,1993），國外學者對「融合教

Education Handbook, 1999）
。國內學者

育」做出五點具體的工作定義：1.安

將適應體育定義為治療及復健身心障

置在自然的環境中 2.所有學生共同上

礙者的有效方式，它不僅針對身體

課學習 3.為達適當的學習成果，在普

的、情緒的、智能的障礙，使其能在

通教育中提供支援以及調整 4.歸屬

情緒上安定，更是促進身體健康、娛

感、公平的參與、接納與重視 5.由教

樂放鬆、拓展人際關係、建立友誼、

育團隊提供合作統整的服務（Ryndak,

自我實現等，進而能適應社會和擁有

Jackson, & Billingsley, 1999 ）。在融

健康生活的體育教育（滕德政,

合教育中，負責適應體育的教師必需

2004）
，由此可知適應體育在增進學生

兼具敏感與具同情心，但不宜對身障

體適能（physically fit）以及提供知

學生投注過度關懷，所有學生應受到

識、技能和經營健康活潑的生活型態

同等的對待和調整（Dunn,1997）；而

等目標，其實與一般非適應性體育

在情境的安排上，身障學生需要在語

（non-adapted pgysical education）教

言豐富(language-rich)的環境中受教

學並無二致（California Community

育，在類似社區化教室的氛圍之下，

Colleges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個別差異能被對方接受與尊重，並能

Handbook，2002）。Jansma 與 French

了解不論普通或特殊學生，彼此在教

（1994）認為適應體育與復健醫療體

室中都是平等的（Van Dyke&Martha,

育（corrective physical education）
、發

1995）
，由此可知生活化的融合情境安

展 性 體 育 （ developmental physical

排是邁向成功融合的重要步驟。

education ） 同 屬 特 殊 體 育 （ special

其次是融合接受程度的探討；身

physical education）之一。

心障礙學生比他們家長及普通班同學

(二)適應體育與融合教育：

更喜愛融合模式，並建議應以學生為

國內外學者均認同融合教育

中心取向來安置學生

(Cook,

（inclusion education）是適應體育的

Swain,& French , 2001)，融合已是特

重要理念或目標之一（滕德政, 2004；

殊教育的不可或缺的理念，任何對身

Bekiari& Sakelariou, 2004；Jansma&

障學生的教學也應以朝向融合為宗

French, 1994；Shapiro&Sayers,2003；

旨，適應體育雖然在實施上必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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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的專業支持，以確保活動的安全

方針，相較於美國尚顯不足。由相關

有效，但不能因此而將適應體育排除

法令看出對融合（或回歸主流）以及

在融合之外。

身 心 障 礙 者 自 我 決 策 （ self

參、相關法令

determination）的重視，這也是我們

1973

年 美 國 復 健 法 案

（Rehabilitation Act）－P.L.93-112，

在實施融合式適應體育教學所強調的
重要原則。

規定身心障礙者不應被排除在以中央

肆、融合式直排輪教學之特色

預算所支付的所有活動或方案之外，

（一）合作式的團隊運動：

1975 年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育 法 案

本教學活動採用融合式教學，在

P.L.94-142 以及其後的 IDEA 均提到

教學活動中強調「合作式的遊戲活

將體育教育界定為是對有需要的身障

動」
，具有四個要項：
（1）所有參與者

者所提供的直接服務；1990 年美國殘

必須相互幫忙以達共同的學習目標。

障 法 案 （ American with Disabilities

（2）肯定活動中每一個人的努力。
（3）

Act,ADA）要求體育教育應朝向提供

鼓勵每個人參與活動。（4）讓每個人

個別身心障礙者參加功能性

都 覺 得 新 鮮 有 趣 （ Mender,Kerr,

（functional）休閒活動的必要的技

&Orlick,1982）
。而合作遊戲以小團體

能，並能從中獲益以及能在社區環境

進 行 為 主 的 原 則 （ Sherrill,1997,

中落實，此外 ADA 強調回歸主流

2001）
，也常見於直排輪教學活動中。

（mainstream）的觀念，認為即使學

Block（2000）對融合式的團隊運動提

校已提供適應體育課程，但身障者仍

出四項活動或課程的調整標準：挑戰

有權參與一般的體育課程（Americans

(challenge)、安全(safty)、統整(integrity)

with Disabilities Act,Coordinators H

與 可 實 行 性 (implementation) ，

andbook,1990 edition）
。由此可知美國

Ohtake(2004)則在 Block 的基礎上提

對適應體育之規定大多強調人權和實

出四加一原則，除了上述四點，他還

用性，而我國對適應體育之規定，除

加入「基本動作（essential）」的標準。

「特殊教育法」、「特殊教育法施行細

（二）專業團隊的運作

則」外，教育部所擬定之「增進適應

在 Ryndak, Jackson,與 Billingsley

體育發展方案」亦為發展適應體育之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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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對「融合教育」所提之工作定

源，此舉利弊互見；例如課程在人、

義中，第五點即強調由教育團隊提供

時、地、物等方面皆具有相當的彈性，

合作統整的服務。這些定義反應出統

只要家長或學生需要隨時都可調整。

整的團隊服務對融合實施之重要性；

但也因未受限於教育體系的相關規

在另一個針對學前融合實施的調查研

定，在評估和運作上仍欠缺結構性，

究，家長和教育夥伴都共同關心適當

責任歸屬與任務分派容易混淆，若於

的專業準備以因應學生複雜的特殊需

學校中進行，可透過 IEP 規劃分派各

求（Seery, Davis, & Johnson, 2000）。

種角色在適應體育中的任務與責任

由此可知，在融合教育的實際執行

（Shapiro & Sayers , 2003）。

上，專業團隊的有效運作將左右融合

伍、實施適應體育之注意事項

的效率。
本教學活動除家長外，尚有醫療
院所之職能治療師、物理治療師、國
小特教老師等共同參與，在組織上是
典型的專業團隊。而在運作上，以教
練（特教老師）為中心，統整協調治
療師、家長等意見，治療師等人員在
協調過程中提示訓練要領，並於需要
時提供諮詢服務，具有 Orelove 與
Sobsey

(1996) 所 描 繪 貫 專 業

(transdisciplinary)團隊的兩種特徵：角
色釋放（role release）與間接服務。
（三）體制外
在多數有關適應體育活動大多是
在學校內或機構內規劃及進行，本教
學活動則由身心障礙學生家長與民間
治療師發起，自聘教師並邀集相關人
員加入，未接受任何教育體制的資

40

(一)安全防護
在身心障礙學生的融合教學中，
不論是普通、特教老師，或是行政人
員都應知道健康與安全的重要
(French,

Kinnison,

&

Babcock,

2000）
，美國 Monash 大學意外事件研
究中心針對維吉尼亞州的青少年在運
動休閒所受到的傷害之研究，發現比
起其他運動，直排輪並非高危險運
動，但仍會造成身體的傷害，只要佩
帶頭盔護具，傷害應不致於威脅生命
安 全 （ Monash University accident
research center, 1997）。而許多人初學
直排輪並未接受正式的教導，他們都
是經由嘗試與錯誤中學習，不幸地，
這些錯誤都是造成傷害的主要來源
（Sherker&Cassell,2002）。周全的防
護配備與充分的教學準備是避免受傷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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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不二法門，在教學上應遵守直排輪

茲以參加本活動中一位就讀國

的安全守則：準備好（prepare well）、

小五年級啟智班之注意力不足過動症

好好上課（take lessons）
、穿好護具及

學童為例來進行說明：

鞋具（wear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maintain skates）以及提供完善的監督
（provide supervision）等。
（Sherker &
Cassell , 2002）
(二)家長參與
家長的參與可幫忙在直排輪教學
中提供正向和有用指引（Wotherspoon,
2005）
，對於具有行為問題的孩童的處
遇，許多專家均對家長參與有正面的
看法；活動中父母可以添加一些增進
親子關係的行為，將參與活動融入日
常生活之中，並在活動中改變父母的
行為，有些父母應注意的事項如下：
(1)當小孩引導活動時，試著增加讚
美、描述和觸摸（正向的身體接觸）
等動作。
(2)互動時避免或減少發問、命令與批
評。（Bloomquist,1998/1999）

陸、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兒童在融
合式直排輪之教學原則與成
果

屏師特殊教育

(一)注意力不足過動兒童適應體育
教學原則
注意力不足過動症兒童的基本問
題就是無法規範和維持自己本身的行
為，因為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行為，
所以他們經常無法表現出符合環境要
求 的 適 當 行 為 （ Bloomquist,
1998/1999）
。所以 ADHD 的處遇有賴
專業團隊的提供，需要心理、教育及
醫療專業人員在不同時間點適當的介
入（Barkley & Murphy ,1998），在他
們的直排輪教學亦然。
(二)注意力不足過動兒童教學成果
透過晤談與開放性問卷，收集個
案家長（PA）
、直排輪教師（IT）
、學
校教師（TE）
、專業治療師（PT、OT、
SLT）、普通同儕（PE）、同儕家長
（PPA）等對過動兒童學習直排輪之
後的意見與看法，經彙整表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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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融合式直排輪教學成效意見表

具體事實
1.

舉例

直 排 輪 動 作 ◎剛開始沒有進步，但這兩個月進步情形比較明顯。
（PPA）
表現

◎學會煞車及後溜動作後進步就更快，但跳躍及轉身仍有
困難。（IT）
◎都沒在看路，常撞到人（PE）
◎串火車時都不讓人抓好，火車常中斷（PE-2）

2.

感覺、肢體動 ◎踩平衡木進步最多（OT）
作發展

◎跳躍能力明顯增加（PT）
◎盪鞦韆動作很大，但很穩定（TE）

3

語 言 能 力 發 ◎仿說能力由單字進步到完整句子（SLT-1）
展

◎簡單訓練之後，就能說出圖卡中物品名稱。（SLT-2）
◎有時脫口說出超過 7 個字的句子，雖然常與情境無關，
但比起上學期真的進步很多。（PE）
◎相處久了，會說「早」
、
「你好」
、或直接叫名字的方式打
招呼。（PPA）
◎能數出 1~100，跟讀課文已能讀完整課（TE）

4.

人際溝通

◎對男老師比較會聽話（TE,PA）
◎喜歡在人多時表現，但動作不全然是好的（IT）

5.

注意力持續

◎在撿豆子或釣魚遊戲時可持續較久之時間。（PT）
◎可以坐著聽課超過十分鐘不搞怪。（TE）
◎電視若出現與溜冰有關之節目，或是家庭中有關溜冰的
話題，都能很快能吸引其注意力（PA）

6.

體能耐力

◎玩不到十分鐘就會喊累（TE）
◎治療時可能因疲勞導致不能配合（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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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少打家中妹妹，但偶而還是會作弄人（PA）
◎上課或午休敲桌子次數有明顯降低（TE）
◎雖然也會打媽媽，但動作由拳腳改為推擠。（PA）
◎最近出現「騎」著椅子來回移動的新動作（TE）

8.

生活常規

◎睡眠時間比較固定（PA）
◎口頭指示大多能服從，很少用到橡皮筋了（TE）
◎可能因常穿脫護具，現在穿脫鞋襪速度很快（PA）

（三）研究限制與建議

雨點小，草草收場的原因。在融合模

本活動中的 ADHD 兒童在接受

式中進行適應體育教學，技巧的學習

融合式直排輪訓練時，同時也接受兩

可能不是最主要的重點，社會互動

家醫院的復健治療，故不能將上列進

（social interaction）反而比較重要

步粗略的歸因於溜冰訓練，除此之

（Wotherspoon,2005）
，所幸在推行融

外，在意見收集上也欠缺結構性工具

合式直排輪教學時，家長、教師及治

與方法，在解釋結果時應考慮這些因

療師對此都有共同的體認，不強求技

素對結果的影響。

能的成就，相對的珍惜與重視活動中

柒、結語

的社會互動機會，他們都相信這對孩

直排輪課程是一種全身性高度協
調的複雜動作教學，除了事先在安全
配備、安全知識與防護技巧、暖身等
方面做好充分的準備，按步就班的建
構動作經驗，配合有經驗的老師針對

子比較實用也比較珍貴。未來除繼續
加強動作技術的學習，也計劃將此模
式於一般小學中推行，希望擴展融合
教育的活動，讓教師和特殊學生有更
多的選擇。

個別需要調整課程，假以時日方能有
成；更何況身心障礙的學童，其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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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自閉症兒童非口語溝通行為與教學訓練
麥琇茹
高雄市立民族國小

壹、前言
自 1943 年 Kanner 博士提出自閉
症這個名稱至今，不同的學者對於自

感，常常以不當的行為方式來表現，
更造成了家庭、學校與周遭環境的困
擾（許素彬，1997）。

閉症的定義不外乎社會技能、情感表

雖然部分自閉症兒童因認知而影

達、語言溝通及行為方面的問題。如

響語言的學習，不會說話，但有可能

Kanner 博士認為自閉症的共同特徵為

聽懂語言，教師或家長可以嘗試以替

缺乏與人的情感接觸、行為具固執

代性的溝通方法來增進其溝通功能；

性、少有溝通、特殊記憶力等。以溝

透過非口語的溝通教學與訓練，期望

通能力的缺陷來說，有學者認為其中

能幫助無口語能力的自閉症兒童，提

約有 35％至 40％的自閉症者無法發展

升溝通能力，發展出適當的溝通行

出有溝通意義的口語（林欣怡，

為，減少行為問題的產生。

2004）。

貳、自閉症兒童非口語溝通特質

就溝通能力而言，功能較低的自

瞭解自閉症兒童的非口語溝通特

閉症兒童由於各方面均呈現明顯遲緩

質，是提供溝通訓練的第一步。關於

的現象，尤其因受限於認知能力的嚴

自閉症兒童的語言與溝通方面的問

重缺陷、學習特質、生活經驗之狹隘、

題，在我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

類化能力之不足等問題，而使其呈現

鑑定標準（2002）中提及，自閉症學

只有少許口語，或甚至沒有口語表達

生為具有顯著口語、非口語之溝通困

的現象（莊妙芬，2001）
。語言能力的

難者；而 DSM-Ⅳ（1994）也明列了自

缺陷，特別是溝通能力的缺乏，會使

閉症在溝通方面有質的缺陷—口說語

得自閉症兒童無法與環境互動、表達

言的遲緩或完全缺乏（引自孔繁鐘，

需求，因需求無法被滿足而產生挫折

2003，頁 65）
。不論是有口語能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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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自閉症者，或是無口語能力的低

的問題

功能自閉症者，他們都存在著不同程

不論是沒有發展出口語或口語能

度的溝通的問題。

力低的自閉症兒童，與人溝通互動都

一、自閉症非口語溝通行為之發展

是必要的；李甯（1998）認為缺乏溝

在指導自閉症兒童非口語的溝通

通意願、不知如何補救失敗的溝通、

方法之前，我們需要先瞭解自閉症非

被動的溝通行為、語言理解能力的缺

口語溝通行為的特徵：

陷、狹隘的溝通功能、社會關連的缺

1.缺乏手勢、姿勢、表情來與別人分享

陷等因素皆影響其溝通行為的發展。

經驗與想法。

另外，黃志雄（2003）也提到類化溝

2.會藉由一些行為（動作）來表達生理

通能力的缺乏會影響自閉症兒童溝通

需求：如抓著他人的手到洗手間表

行為的發展；自閉症兒童認知發展上

要上廁所、指著水壺表示要喝水、

的嚴重缺陷，使其缺乏將技能和訊息

跳腳撞牆大聲尖叫表示生氣。

類化的能力，難以將新習得的技能或

3.多數會發出怪聲，表示自我刺激、語

行為應用於不同的人。至於注意力方

言表達（可能為情緒表達或是引起

面的缺陷，注意力短暫、易受外在刺

注意，是當時情境來推定）。

激影響注意力，與人互動時缺乏和他

二、非口語溝通的形式
葉之華（2000）認為一般非口語

人的共同注意也影響自閉症兒童的溝
通行為。

的溝通形式大致有碰觸他或人事物、

莊妙芬（2001）指出低功能自閉

借用他人肢體來表示、操持物體或拿

症兒童由於口語能力低下或不具口語

取物體以表達訊息、用手指或視線指

能力，其異常行為亦為表達溝通的一

向人或物、一般共通手勢、發出聲音

種形式；某些異常行為的形成（或維

或噪音、面部表情或動作、身體姿勢、

持）可能是來自於他人的注意或關

和共通手勢近似的自然姿勢（如模仿

注、為了逃避不利情境、可以得到某

喝水的動作）、問題行為。

些實物增強、或為了得到感官方面的

參、無口語自閉症兒童溝通行為

回饋。因此，我們應關注兒童在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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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上的問題，以作為溝通訓練介入

響，促進對溝通效果的了解。

的重點。

二、前語言階段：

肆、非口語溝通訓練的介入

1.在日常生活中提供兒童經常使用溝

由上述可知，對於口語能力差或
無口語的自閉症兒童，可藉由非口語
形式的溝通方法來促進其表達的行為
與意圖。透過非口語的溝通，以代替
口語溝通的部分功能，彌補口語溝通
的不足，甚至在社會情境下，能夠與
他人溝通彼此的態度和情境（梁秋
月，1991）。
李甯（1998）認為兒童溝通行為
可 分 成 三 個 階 段 ： 1. 前 意 圖 階 段
（preintentional），即尚未出現有意圖
的 溝 通 行 為 ； 2. 前 語 言 階 段
（prelinguistic），為出現有意圖的溝
通，但訊號較為特異或僵化，情況不
穩定或只在某些特定情境中出現；3.
語言階段（linguistic），兒童開始用語
言進行溝通。對於無口語自閉症兒童
在各階段溝通行為的介入重點，可以
簡單區分成：
一、前意圖階段：
1.成人須對兒童有意進行社會溝通的
訊號敏感，以促進其互動行為。
2.讓兒童了解自己的行為對他人的影

48

通訊號的機會，並在出現溝通訊號
時立即給予回應；或製造需溝通的
機會，以穩定出現的溝通訊號。
2.當兒童出現某些溝通行為時，應進一
步教導他別人也能夠理解的溝通行
為。
3.自閉症兒童溝通行為的功能通常在
於規範他人的行為（如：要求物
品）
，較少出現社會互動或引起共同
注意，所以成人應製造機會，以擴
充其溝通功能。
4.訓練兒童對溝通失敗的訊息有所感
知，如不予回應；假使仍無法引起
兒童進一步澄清自己的溝通行為
時，可提示或示範更適當的溝通行
為，讓其模仿，之後再對其修正後
的溝通行為作回應，以發展彌補溝
通失敗的策略。
5.為兒童選擇替代的溝通方式，如：非
口語溝通。學習口語對低功能的自
閉症兒童來說，可能不是最好的溝
通方式；以替代的溝通方式，同樣
可以達到溝通之目的。替代的溝通
方式與內容，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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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的溝通方式

非符號

性質

內

涵

非

給東西、推開、操弄他人的手。

實物

拿杯子表示要喝水、拿鞋子表示要外出。

手語

沒有攜帶上的問題，但並非所有人都熟悉，且需有
較好的手部功能，且需要記憶搜尋特定意義，不適
合注意力短暫、記憶力不佳的兒童。

實物

容易學習，適合大部分的個體；但較難表達抽象概
念（如情緒）。

圖片

包括線條畫、圖片、照片、商標…等，提供視覺刺
激，較無記憶問題；但攜帶不便，難以表達複雜概
念（句子較長）。

文字

手寫或電腦輸出語音，大部分的溝通對象皆可理
解，且容易組合成句子，但需要較佳的能力，以學
習文字和語法結構。

口

自然手勢
（natural gesture）

語

姿勢、動作、臉部 大部分個體都可使用，但簡單的易學，複雜的便不
表情
容易學習；如果使用的不是普遍的動作或臉部表
情，他人則較難理解。
資料來源：功能溝通訓練對促進無口語自閉症兒童溝通行為成效之研究(15-16 頁)，李
甯，1998，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台北市。

伍、非口語溝通教學與訓練之方
法介紹
瞭解無口語自閉症兒童的溝通特
質與溝通行為特質後，更讓人感受到

語的溝通教學與訓練方法：
一、擴大性及替代性溝通訓練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進行無口語自閉症兒童溝通行為訓練

擴大性及替代性溝通訓練主要是

的重要性。欲指導表達動機與能力皆

由符號、輔具、策略、技術等四個成

低的自閉症兒童溝通，最重要的便是

分組成。

訓練方法的選擇，以下介紹幾種非口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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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來表達概念者，如：動作、照片、

語）的使用缺乏強有力的實驗支持，

手語、文字、實物、布利斯符號（Bliss

許多自閉症個體一般都使用需要外來

symbol）等。而輔具則是指應用裝置

工具的有輔助（aided）、圖片為基礎

或設計以傳送或接收溝通訊息，如：

（picture-based）的系統。

溝通板、電腦。策略則是指透過個體

另一個支持以圖片為基礎的溝通

自我學習或被教導而學到的方法，

系統的原因是較易為一般社會所理解

如：角色扮演；至於技術則表示傳送

且便於使用；以手勢符號為例，其對

訊息的方法，如：直線掃瞄、行列掃

ASD 使用及理解較困難的原因之一可

瞄（黃志雄，2003）。

能是模仿的困難。Bondy & Frost (1994)

二、PECS─圖形兌換溝通系統
(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認為有許多策略被用來幫助自閉症兒
童獲得功能性的溝通技巧，但 PECS
是一種獨特的溝通訓練方案，它被設

Jennifer & Richard（2004）指出，

計來防止一些策略的缺點發生；

一種 AAC 系統的設計，能縮小 ASD

Jennifer & Richard（2004）表示，PECS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個體其因

運用行為模式的教學策略，能夠吸收

溝通技巧不足所會經歷的困難。在許

環境教學法的長處；指導學生使用圖

多研究中比較使用口語及手勢符號的

形兌換溝通系統，能夠擴大學生在學

方法，發現缺乏口語模仿者，在包含

習使用功能性溝通系統的精熟、增加

手勢、符號及說話的情況下，比起僅

字彙數量在產生口語請求的使用、說

有說話的情況下，表現良好；且缺乏

話能力的複雜度以及減少非字的發

口語模仿者，只獲得接收性的符號語

聲，促進說話的成效。PECS 的訓練階

言能力。由於無輔助 AAC 系統（如手

段如表 2 所示：

表2
階段

圖形兌換溝通系統訓練階段
目

標

方

法

建立溝通

教導兒童使用圖卡來交換自己想要的物品。

二

延伸圖卡之應用

延長圖卡及溝通對象的距離，及增加想要物品(回
饋)的種類，來堅定個體溝通的意願及類化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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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確選出最愛的物 運用區別性增強策略，訓練個體選出真正想要的
品
物品。

四

教導句型結構

五

教導回答簡單問句 延宕提示的方式，教導學生聽到「你要什麼？」
時，能夠回答別人的詢問。

六

教導回答不同的問 教導個體指稱生活環境中所看到的物品，並且能
句以及表達看法
夠回答「你看到什麼？」，也能分辨「我要…」及
「我看到…」的句子。

使用倒向連鎖方式教導形成句子，使用句型先以
「要求」為目的，如「我要…」。

資料來源：啟智教育課程與教學設計（432-433 頁），鈕文英，2003，台北市：
心理。
三、手勢（gestures）溝通訓練
在國內的非口語溝通訓練以圖形
溝通訓練為主，但有些持反對意見的
學者認為，運用圖片進行溝通前要能
了解圖片所代表的意義，但是對於連
圖片辨識都有困難的低功能自閉症兒
童來說，圖形溝通訓練可能有實施上
的困難。所以他們認為使用肢體語
言、象徵性的手勢來增進溝通，應該
更可行且符合實際情境的實用。所以
他們支持屬於無輔助溝通系統的手勢
溝通，其不需要依靠個體外的器材或
設備就可以進行溝通，如：目光、臉
部表情、身體姿勢、手語、文字等（施
琬如、唐榮昌，2003）
。手勢溝通訓練
主張在自然情境下進行教學，且認為
當兒童所期望的反應沒出現，他們就
會修改或重複該手勢。
施琬如、唐榮昌（2003）指出，

屏師特殊教育

手勢溝通的形式大致可分為兩種：一
為接觸性手勢（contact gestures），即
兒童最先使用的手勢，約出現在 9 個
月左右；如拿物品給他人、推開大人
的手等。第二種為遠距性的手勢（distal
gestures），在兒童大約 11 個月時出
現，他們的手跟物品、他人沒有直接
的接觸；如伸手要東西、遙指想要的
物品、揮手。
四、功能性溝通訓練（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Training）
功能性溝通訓練主張透過功能性
評量來分析異常行為的功能，依據分
析出來的結果，設計一套能產生相同
功能的溝通方式，並教導兒童適當使
用，以適當的溝通行為替代不適當及
異常的行為；即教導兒童一個較為社
會所接受和他人較易理解的溝通技巧
（黃志雄，民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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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溝通系統為功能性溝通的一
種，在使用圖形溝通時，通常溝通者
會在該情境說出該圖形的表達意思，
長期、不斷反覆的語言刺激兒童的語
言能力自然獲得發展（廖芳碧，

讚美、語言擴充，並給予材料；若
兒童答錯，但有興趣想知道答案，
則予以提示，若沒興趣知道答案，
則予以示範。
3.時間延宕：確認兒童需要材料與支持

2002）
。支持者認為自閉症的「零碎天
賦」常表現在記憶力、拼圖、視動、
圖形設計方面，所以認為圖形溝通系
統是以自閉症兒童的優勢能力為出發
的一種溝通訓練方法。

的時機，時間延宕，當兒童反應正
確時立即給予讚美、語言擴充，並
給予材料；反之，先運用「提示-示
範」或「示範」程序，提供第二次
的時間延宕，反應再錯則提供「提
示-示範」或「提示」的程序。
4.隨機教學：先確認學生以口語或非口
語要求材料或協助的時機，再分別
以不同的教學策略指導兒童更清
晰、複雜、詳盡的溝通技巧。若是
訓練新的、難的語型或結構則使用
「示範」步驟；若是要訓練兒童語
言的複雜度和溝通技巧，則使用「提
示-示範」步驟；若要訓練兒童初始
的溝通功能，則宜使用「時間延宕」
的步驟。
溝通能力的訓練對自閉症兒童來
說是一項優先且重要的目標，傳統的
語言教學模式，對情境類化能力較差
的自閉症兒童來說，並無法提升運用
語言於日常生活中的能力；反而會因
為無法適當的傳達訊息，產生不適當
的行為以達到溝通的目的。許多研究
已經證實，自然情境教學對自閉症兒
童的社會溝通能有正向的支持效果。

五、自然情境教學（milieu teaching）
自然情境教學法是以兒童為中
心，重視學生的興趣和教學的提示，
運用生活中自然發生的情境來做語言
教學上的介入，並逐步給予引導，以
提升孩童的自發性語言，期待達到不
同情境類化、維持的效果（倪志琳，
1997）。其四個教學策略分別為示範
(modeling) 、 指 示 — 示 範 (mand
modeling)、時間延宕(time delay)、隨
機教學 (incidental teaching)，策略可以
獨立或配合著進行。Kaiser,Ostrosky和
Alpert（1993）認為自然環境教學的實
施步驟為：
1.示範：呈現符合兒童興趣的示範，若
兒童反應正確，則立即給予讚美、
語言擴充，並給予材料；若反應錯
誤，則給予矯正的示範，再錯誤則
予以矯正的回饋。
2.提示-示範：呈現符合兒童興趣的示
範，若兒童反應正確，則立即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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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關於自閉症兒童非口語的溝通訓
練方法，不同學者有不同的主張，而
要能有效的提升無口語能力的自閉症
兒童的溝通能力，必定需要透過生態
評量及功能分析，了解兒童目前溝通
行為發展的階段，再擬定合宜的介入
策略。其次，運用溝通輔具及替代性
溝通系統，使用多樣化的教學方式；
在教導溝通時，應區隔過於類似的情
境，避免兒童對情境混淆，而增加溝
通教學的困難。另外，著重自然生活
情境的學習和社會互動的溝通、類
化，這些都將有助於兒童在各層面的
生活適應和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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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班的公眾經營－公共關係
劉冠妏
高雄縣立港埔國小

壹、前言

與聯繫等）
、特教業務（如：招生鑑定、

資源班，是長設於學校中的特教

經費核銷、協助學生申請補助等）
，必

設施，是學校中的一環，因制度不同

須走出教室與普通班教師溝通、討

於自足式的班級，多數人並不十分了

論，尋求學校行政人員的協助，甚至

解，包括：普通班老師、學校行政人

走出校外，找尋社區資源、教育局以

員、普通班學生以及社區家長；因此，

及專業團隊的協助。上述行動均涉及

資源教師應向公眾介紹資源班的相關

人際互動，包括：學生、同事、家長、

措施、服務與活動，以增加公眾對資

校外人士等，但是據研究顯示，資源

源班的認識與了解，亦得提供各種管

教師與普通教師溝通不足、人際溝通

道，反映公眾意見，獲悉其對資源班

技能待加強（王振德，1987；林月盛，

的期望與需要，故資源班需要推展「公

1998；林仲川，2002；洪榮照；1997）
；

共關係」，以達到雙方意見交流的目

如果有良好的公共關係，將能獲得大

的。

眾的接納與支持，減少阻力，使資源
由於，學生均來自於普通班，所

班順利運作。

以班級經營有別於自足式特教班，在

研究者任教於國小資源班，基於

實施上，除了資源教室的內部經營，

上述理由，深感公共關係的重要性，

尚需要資源教室的外部經營。因資源

唯大眾容易將之與人際關係混為一

班與普通班、學校行政息息相關，無

談，傳統上更將請客、喝酒、送禮….

論是從事教學（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擬

等交際手段，視為人際關係的延伸，

定、教學內容的安排、排課等）
、處理

認為只要關係好，發生事情就能大事

學生問題（尤其是普通班教師、家長

化小小事化無（林月盛，1995）
；殊不

和學校行政人員，對學生行為的溝通

知，公共關係是建基於「誠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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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計畫、有系統及長期性的努力（陳

明安香（1993）指出：公共關係

慧玲，1990）
，建立良好形象，以獲得

是運用各種信息傳播的手段，在組織

公眾之支持，故公共關係之推展尚有

機構的內部和外部形成雙向的信息流

進步之空間。

通網路，從而不斷的改善管理和經

貳、公共關係

營，贏得社會各界的信任與支持，取

公共關係起源甚早，只是古時候
並沒有「公關」一詞，我們可以說有
人類開始就有某種形式的公關活動存
在（林靜伶、吳宜蓁、黃懿慧，1996）
，
在中國，春秋時代起就有公關活動，
只是幾千年來都著重個人潛修技巧的
運用，未曾作有系統的深入研究（李
次郎，2003）
，在西方，最早可溯至希
臘羅馬時期，以宣傳為主的公共關係

得自身效益與社會整體效益的完美統
一。由此可知，公共關係著重目標的
管理機能、重視互動途徑的溝通機
能、使用手段工具的傳播機能以及爭
取群眾支持的社會關係機能等；研究
者認為公共關係乃透過組織管理，以
公眾利益為原則，取得大眾的認同與
營造彼此間良好的氣氛，進而達到組
織的相關目的。

活動在當時已相當盛行（林靜伶等，

參、資源班公共關係之探討

1996）
，目前的公共關係已由零星、無

一、資源班與公共關係

組織的公共活動發展成有計畫有系統

(一)資源班經營困境

的公共關係作業（張在山，1999）
，在

資源方案的功能包含評量、教

各企業、政府機構、非營利組織乃至

學、諮詢及在職訓練（高令秋，1995）
，

醫院中均設有相關的公關部門，教育

評量方面，在鑑定及診斷的資料蒐集

方面，美國從 1935 年起，就有學校公

上包含測驗、量表、晤談及觀察等方

共關係協會（National School Public

法，均需要普通班教師及相關專業人

Relations Association）的國家組織出

員的參與，然而，在執行上會出現：

現（林月盛，1995）
。近年來，在台灣

究竟由誰來擔任觀察紀錄者之爭議、

雖然尚未有學校公共關係之相關組

由於普通教師需填寫 3-5 份相關表

織，但隨著學校公共關係之相關研究

格，以至於配合度不高或爭議誰是最

增加，已逐漸受主管單位與專家學者

適當的填寫者、因測驗多利用資源教

之重視。

師的空堂時間，所以在與普通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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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測驗時間的難度上增加；至於教

被抽離）
，因此若未能與普通班教師達

學中的評量，雖然相關學者常倡導需

成共識、缺乏行政的介入，排課的問

實施資源班成績的計算方式以及相關

題顯而易見；教學進度方面，平日就

考試變通方式，但學生定期評量仍多

應與普通班教師、家長做好聯繫工

採用原班評量（林月盛，1998；洪榮

作，使學生不至於與普通班脫節，家

照，1997；孟瑛如，1999；胡永崇，

長亦能了解孩子的進度，但有時孩子

2000）
。因公眾的理念不同（如：考試

的能力有限，因此教學內容的安排不

之公平原則、擔心家長之反彈等）與

同於原班級，教學成果在普通班的考

相關配套措施不足（如：協助唸考試

試中不能呈現，家長、學校相關人員

卷題目的人力不足、因應學生之特殊

會質疑資源班之功效，由以上可得知

需求將考卷重新排版等行政之協助、

資源班的教學不同於普通班，涉及的

教育局具體的支持行動）等相關原因

範圍較廣，所以需花費更多心力協調

未能解決，使得資源教師在學校孤掌

以達成共識。

難鳴，不易落實特教理念。

在諮詢方面，對象包含：普通教

在教學方面，個別化教育計畫是

師、家長、學校其他人員…等，目的

落實個案管理的工具，參與擬定的人

除了使他們更了解、支持與接納這些

員應包含：資源班教師、導師、相關

特殊需求學生外，也可減少過多的轉

行政人員、家長、專業團隊成員等相

介（張蓓莉，1991）
、協調為學生所做

關人員，但在執行上會發現多是資源

的相關調整或必要介入，在諮詢的過

教師一人擬定，而其他人員僅參與簽

程中，強調諮詢與被諮詢者之間的平

名；另外，資源班採分組上課方式，

等地位，而非有高人一等或能力較差

以高雄縣為例，規定每組人數五人以

之分別，此種關係亦可用於師生之間

上為佳，但涉及學生能力不同、學生

（高令秋，1995）
，唯資源教師在人際

人數不足以成組的因素，故執行上不

溝通技能與專業知能不足（洪榮照，

能完全達成，使資源教師飽受抨擊；

1997；孟瑛如，1999；胡永崇，2000）
，

課表的安排因涉及抽離原班級的課，

使得及其他相關人員未必能信服資源

資源教師需要考量不同普通教師被抽

教師，故加強資源教師的在職訓練刻

課的原則（如：數學課或國語課不能

不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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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行政人員與普通班教師特教

配、和諧的師生關係的創造、與家長、

知能不足、對資源班的概念與定位不

導師和科任老師的聯繫和配合、發行

清（王振德，1987；林仲川，2002；

資源班相關刊物、人力資源網的建

洪榮照，1997；胡永崇，2000）
，在台

立、班級風格的塑造（林雅玲，1999；

灣有家長認為資源班是「補習班」
、
「啟

何珮菁，1998；台北市立師範學院，

智班」
、資源班多由不適任教師任教，

1994；Rainear，1976）。

資源班無級務之重擔、資源班上課人

資源班公共關係是推動資源教室

數少所以很輕鬆等危害形象之傳統迷

方案上重要的一環（王振德，1998、

思，故在職訓練方面，可以涵蓋學校

1999 ； 黃 雙 偉 ， 1999 ； Quintero 及

相關人員與家長。但家長的出席率往

Others，1987；Rainear，1976）
，因為

往會有過低之現象，故在執行上需進

一個成功的資源教師必須「行銷」自

行需求評估、講師、場地與時間的考

己的方案，使大家能接受與尊敬您與

量。

您的方案，且在學校是不可或缺的，
資源教師應以一個「team」的形

公共關係即能顯著的影響您的方案被

式來運作（高令秋，1995），應尋找、

認同與影響方案的執行成效

應用校內外週遭資源，與他人維持良

（Jackson，1992）。

好關係以奠定充分合作的基礎；在任

公共關係乃透過有系統、有計

何與公眾相處的場合亦應把握非正式

畫、長期性的雙向活動，結合相互利

管道、場合介紹特教相關知識與理

益與意見，利用媒介與家長及相關人

念，以灌輸公眾相關概念，在推動相

員接觸，以獲得學校人員及校外人士

關措施時，才能因有共同的理念減少

的支持，使特殊教育能被了解、接納

執行之阻礙，資源班之公共關係由此

與支持，共同為爭取學生權益及達成

而生。

教育目標而努力（黃雙偉，1999；

(二)資源班班級經營與公共關係之關

Dapper，1974；Perelman 及 Pineda，

係
資源班的班級經營包括：轉銜工

1982）。
綜合上述所言，研究者認為資源

作的執行、行政溝通管道的建立、特

班公共關係有以下特點：

教理念的宣導、資源教師的工作分

1. 資源班公共關係是有系統、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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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有目標的長期性資源班經營活

1990；黃雙偉，1999；Brennan, Miller

動。

& Brennan II,2000）。

2. 資 源 班 公 共 關 係 的 對 象 包 含 校
內、校外的個人與團體。
3. 資源班公共關係是利用各種傳播
媒介與多樣化的活動，與公眾進行
雙向溝通的互動歷程。
4. 目 的 是 與 公 眾 建 立 關 係 取 得 支
持、信任，使資源教室方案能順利
運作，以公眾的利益為主，結合校
內外各種資源達成教育目標。
(二)資源班推展公共關係之對象
資源班推展公共關係的對象可分
為校內與校外人士，以下分別列出（王
振德，1998；梁永法，1990；黃雙偉，

(一)資源教師應具備的公共關係技能
1.寫的技能：傳單、報告、撰寫新聞
稿等。
2.說的技能：專題演講、主持會議、
溝通等。
3.研究發展的技能：進行調查、方案
評估、分析決策等。
4.人際關係的技能：接待訪客、爭取
合作、勸募捐款、建立關係等。
5.計畫組織的技能：研訂計畫、舉辦
活動等。
6.創造的技能：提出點子、問題解決
等。

1999）：

(二)推展公共關係可用的媒介

1.校內公關：校長、處室主任、普通

1.文字媒介：校刊、輔導通訊、報紙、

班教師、其他職工及學生。
2.校外公關：學生家長、社區人士、

佈告欄、資源班簡訊、聯絡簿、學
生作業評量、工作報告、電子郵件，

教育同級機構、主管教育行政機

以及有關特教理念之文字宣導。

關、專業團體、民間機構團體、新

2.語音媒介：電話、廣播、演講等。

聞界。

3.活動媒介：家長座談、各類會議、

二、資源班推展公共關係的方法
以下就資源教師須具備哪些公共
關係之技能、利用何種傳播媒介以及

非正式訪談、家訪、學生成果展、
資源班的訪視和媒體報導等，進行
資源教室教學與作法之宣導。

針對校外與校內公關活動該如何推

(三)有效推展公共關係

展，依序描述，以有效推展資源班的

1.校內公關

公共關係（王振德，1998；梁永法，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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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資源教室、特殊教育的理念與

長組織：以成功的教學為基礎、

做法以及討論行政上與普通班

經常書面溝通、召開家長座談會

的協調，在會後可安排問題解答

進行資源方案之說明、舉辦親職

與討論的時間。

活動與教學觀摩、家訪、電訪、

(2)和同事和諧相處：溝通與協調(主

鼓勵家長擔任資源教室義工、向

動討論學生或教學上的疑難雜

家長誇讚孩子、運用家長會組織

症、關心學生作業、課程安排、

協助家長走出陰霾。

鑑定安置、與其他特殊教育教師

(2) 與 家 長 會 及 社 區 人 士 建 立 關

支持關係)、參與學校或普通班

係：爭取對特殊教育的關心與支

的活動(導護、運動會、戶外教

援（經費或人力）。

學、課後活動等)等。
(3)建立良好的師生關係：協助孩子

(3)與新聞記者建立關係：爭取資源
班受採訪之機會

認識自己並建立完整的自我概

(4)協助特教系、中心辦理學生實習

念、獲得自我定位點、協助訂定

或專案研究工作，並爭取諮詢指

可行目標、與學生之間保持開放

導機會。

而坦然的關係（學生覺得遇到困

綜合上述所言，資源班教師推行

難，您是最能提供幫助的人）、

公共關係需具備基本技能與使用傳播

協助普通班學生了解特殊學

媒介之能力，以及試著與校外、校內

生，使特殊學生受尊重、有效進

人士（團體）建立關係才能順利進行

行教室管理、讓孩子參與會議

校外與校內公關活動，因為公關活動

等。

非一蹴可幾，須從大處著眼，小處著

(4)樹立積極主動的形象：開放教室

手，進行長期性的分析、計畫、執行

供人參觀與解說、徵求學生義

與評鑑，不斷循環，才能確保資源班

工、辦理成果展、致力教學活

功能充分發揮。

動、不斷自我充實、與家長會保

肆、結語

持聯繫。
2.校外公關
(1)鼓勵並協助家長參與及運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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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摩擦與衝突，新的政策才能獲得公

林月盛（1998）
。資源教室方案的現況

眾的了解與支持進而順利推行，校內

與改進。特殊教育季刊， 67，

人員對資源班的評價自然提升，使得

27-29。

對外公關的成效自然事半功倍，在向

林仲川（2002）。花蓮地區國民中小

社會尋求人力與物力資源時能更加順

學資源教室經營現況及其相關

利。此外，尚需透過雙向溝通得知公

問題之研究。國立花蓮師範學院

眾的反應，以利進行修正，才能符合

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

社會潮流。

版，花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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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行為策略模式在品行疾患者情緒控
制訓練之運用
簡瑞良

張美華

國立嘉義大學

壹、前言

為，預防青少年犯罪的發生。許多研

大多數教育工作者皆深深感受到

究支持認知行為策略可以改善 CD 的

學生的嚴重問題行為，如攻擊、傷害、

行為（Baer & Nietzel, 1991; Boxer &

偷竊等是許多教師工作壓力來源之

Butkus, 2005; Dykeman, 1995），本文

一，他們也同意這些行為如不及早改

即擬以一套實用可行的認知行為策略

善，將增加青少年犯罪的可能性。根

模式，藉實際案例的分享，提供給教

據 Hamalainen 與 Pulkkinen 的縱貫性

師對於 CD 的輔導或教學策略有更進

研究發現，兒童及青少年的品性行為

一層的認識與瞭解。

問題如果持續超過整個學年，則和將

貳、品行疾患者的特徵

來的犯罪行為有相當高度的相關（引

根 據 美 國 精 神 醫 學 協 會 (The

自王欽毅，2003）
。這些長期在學校、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所

家裡或社會令人頭痛、充滿挑戰的品

出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性行為問題，最後導致犯罪行為，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有 可 能 即 患 有 品 性 疾 患 （ Conduct

Mental Disorders)第四版(DSM-IV)的

Disorder ）( 簡 稱 為 CD) （ Mpofu &

資料，CD 具有持續及重複傷害他人

Crystal, 2001）。

的基本權益或違反社會規範的行為模

因此，教師應對這些障礙學生能

式，且其行為障礙已造成學業、社會、

有深一層瞭解，方能尋找出一種合適

或職業功能重大傷害，此種行為具有

可行的教育方式，來協助他們改善行

下 列 四 項 特 徵 （ 引 自 Barkley,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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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02）：

（Cognilive Behavior Modification）的

一、攻擊別人與動物：經常動手打架，

體 系 (Yell, Robinson, & Drasgow,

或做一些傷害或凌虐別人或動物

2001)。所有認知行為略都有一個共同

的行為。

要素，即是強調教導學會如何運用內

二、破壞財物：曾故意縱火或破壞別
人財物。

在認知過程的改變控制或影響他們自
己的行為及情緒。

三、詐欺或偷竊：曾說謊詐欺他人或

筆者嘗試融合常見的認知行為策

侵入他人住宅、建物、或汽車偷

略如自我教導、自我監控、自我增強、

竊財物。

自我評估，與一些較偏向認知行為取

四、嚴重違反規範：在十三歲以前即

向的諮商學派技術如個人中心治療法

開始逃學翹家在外遊蕩或過夜。

（Person-Centered Therapy）中的自我

由上述特徵可以了解，CD 有相

表 露 （ Self-disclosure ）、 同 理 傾 聽

當大的機會觸犯法律及對他人造成人

（ empathic listening ）、 積 極 關 注

身或財物的傷害。這類患者在學校也

（ positive regard ）、 自 我 探 索

經常是一個失敗者，常造成教師及同

（ Self-exploration ）； 現 實 治 療 法

學極大的壓力與困擾，頗值得教育工

（ Reality Therapy ） 中 的 自 我 承 諾

作者去了解與投注心力。

（ Self-commitment ）、 冥 想 活 動

參、認知行為策略模式簡介

（ meditation activities ）、 價 值 澄 清

一、理論背景
認知行為策略並非是單一策略，
它涵蓋許多透過對認知過程的自覺及
行為如何影響學業與行為問題結果的
認識來增進自我控制的策略
（Swaggart, 1998）。例如問題解決、
憤怒控制、自我教導、選擇反應
（alternate response）、自我控制、自
我管理、自我監控、自我評估及自我
增強訓練都包含於認知行為改變技術
64

（value clarification）
；理性情緒行為
治療法（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 ） 中 的 正 向 思 考 (positive
thinking)、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
認知重建（cognitive restructuring）；
行為治療法（Behavioral Therapy）中
的確立目標（goal setting）
、角色扮演
（role playing）、示範（modeling）、
鬆弛訓練（relaxation training）等策
略，及筆者所發展的喚起親情（fil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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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ty）策略成為一套認知行為策略模

接納自我，進而進入中期階段（第四

式來協助品行疾患少年犯增進其行為

週至第九週）
，讓案主有承諾與決心學

與情緒控制能力。

會認知行為策略來增進自我控制力，

二、流程及主要內涵

最後在後期階段（第十週至第十二週）

根據圖一可以瞭解此認知行為策

讓案主思考其未來人生路該如何走？

略模式之流程與主要內涵，其流程主

何者對其生命才是最重要及值得珍惜

要分為初期、中期、及後期計畫，三

之事？如何調整心態，改變行為習

期計畫各有不同的主要目標及運用不

慣，並學會與人相處的能力及營造美

同的認知行為輔導策略來達其目標。

好的未來。這三期階段所訂的目標及

在初期階段（第一週至第三週）
，由關

策略並非截然劃分，有時可因不同案

係的建立開始，讓案主能逐漸了解與

主、不同需求而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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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目標
一、初期計畫
（二）輔導策略

（一）主要目標

二、中期計畫

（二）輔導策略

（一）主要目標

三、後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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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立信任關係
2. 提升案主自我價值感
3. 增加案主自我了解及
自我接納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自我表露
同理傾聽
正向關懷
自我探索
引導案主自我承諾
確立目標
增進自我覺察能力
學會自我控制策略
自我承諾
確立目標
自我覺察
自我教導
自我監控
鬆弛訓練
冥想活動
示範策略
生涯探索
發展正向價值觀
體會親情及家庭重要
培養正向思考習慣
培養社交技能及助人感恩的心態

1. 生涯探索
2. 價值澄清
3. 喚起親情
（二）輔導策略
4. 正向思考
5. 社交訓練
6. 角色扮演
圖一 認知行為策略模式流程及主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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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品行疾患個案輔導實例
一、個案基本資料
(一) 姓名：林○○
(二) 年齡：17 歲
(三) 性別：男
(四) 家庭史：
1.家庭結構
父

兄（曾入獄服刑）
大姐

母

二姐
案主

2.父親曾經好賭而散盡家財，父母失
和而分居。
3.母親幾乎一手帶大四個小孩，目前
賣早餐又兼上大夜班。
4.大哥曾誤入歧途而被判刑，二位姐

突，後因犯案中途輟學，在誠正中
學（青少年犯罪矯正學校）完成國
中學位。
3.此次已是案主第三次進入少年觀護
所。

姐目前在工作，對案主還算關心。

4.在誠正中學服刑時，因個性暴戾及

5.案主對其父母仍有份深深情感，尤

情緒行為極難控制而常違規，導致

其對其母親的感情更深。
6.案主有位交往很深的女友，但女友
與母親觀念常不合。

一直失去提早獲釋的機會。
(六) 健康史：
基於法令及少年觀護所規定，筆

(五) 教育史：

者無法獲得案主相關醫療診斷鑑定資

1.從小即有許多偏差行為，學業成績

料，根據觀護所主管描述，案主情緒

低落。
2.升上國中後，經常打架滋事與人衝

屏師特殊教育

起伏很大，常無法控制憤怒，也多次
在觀護所違規、不服管教及攻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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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犯，而遭受在獨居房的隔離處

維持家計，工作過度勞累，以致於

置。基於筆者之專業背景和三個多月

缺乏對案主耐心管教之心力。

輔導歷程之觀察，以及案主以往的犯

2. 母親的管教態度不當，常採取打罵

罪歷史和主管的觀察，案主似具備了

式教育，這可能對案主日後情緒易

品行疾患的特徵。

怒，常以暴力解決問題的習性有深

(七) 重要能力現況：

遠影響。

1. 學業能力及認知能力：
長期中輟，學業能力不佳，但具
備基本閱讀及寫字能力。注意力和記
憶力在個別輔導過程中呈正常反應。
2. 行為情緒及人際溝通能力：
情緒極易失控，常經不起外人的

3. 大哥曾犯罪入獄，及父親的嗜賭和
不顧家庭的行徑對案主產生相當負
面的影響。
4. 女友與其母親的觀念衝突是經常導
致案主情緒不佳的因素之一。
(二) 學校因素：

言語刺激或指正而導致憤怒或攻擊行

1. 在校成績低落，常因行為偏差遭受

為。人際溝通能力不好，常因情緒不

處罰而導致缺乏學習動機，對自己

佳而導致人際衝突。

產生相當負面的看法及失去自我價

3. 感官及健康：

值感。

由輔導過程中觀察，在此方面應

2. 在校期間，人際關係不良，同學對

屬正常。

他敬鬼神而遠之，很多師長對他亦

二、轉介緣起

存有負面成見，導致案主較喜歡結

案主因在少年觀護所有多次不服
管教，與主管爆發口角衝突，及攻擊

交校外的一些損友，惹事生非，尋
找刺激。

其他少年犯的記錄，因此主管將案主

(三) 社會因素：

轉介給筆者，期待筆者能幫助他穩定

1. 曾加入幫派，且因敢衝敢拼的表

情緒並學會如何自我控制及減少違規

現，在幫派中擔任領導幹部。案主

和與人衝突的次數。

表示在幫派中他似乎找到了歸屬

三、問題診斷與分析

感，以及在逞兇鬥狠中找到了個人

(一)家庭因素：

英雄式的自我價值感與成就感。

1. 母親長期獨立扶養四個小孩，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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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幼家庭經濟不好，體會沒錢沒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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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輕視，使案主很期待能賺大錢

不回，期待能協助誤入歧途的〝春風

或做一番事業來贏得別人尊重，彌

少年兄〞感受社會溫暖及找到生命春

補因家境不好造成的自卑感與挫折

天。

感。
3. 很年輕時即因犯案進入監獄系統，
導致監所的文化與價值觀對案主人
格成長產生很深的負面影響。

(2)同理傾聽(empathic listening)策
略：
用心聆聽案主所表達的想法和經
驗，並嘗試設身處地去體會其處境及

(四) 個人因素：

心情，同時也在傾聽過程中表達筆者

1.缺乏自我控制力，導致案主常感到

對案主感受的了解與接納。

被挑釁或生氣時，不知如何控制憤
怒。

(3)正向關懷(positive regard)策略：
表達對案主的關懷和鼓勵，並在

2.一向相信暴力是迅速有效的解決問

晤談過程中，發現其優勢能力及正向

題方式，導致案主很少去思考是否

人格特質，肯定他能夠改變的潛力。

有其他有效方式。
3.課業相當欠缺成功經驗，導致案主
學習意願低落及中途輟學。

(4)自我探索(self-exploration)策略：
引導案主思考生命的轉捩點在何
時？因何事？協助他探索對自己的看

四、認知行為策略模式輔導介入計劃

法及生命中有那些正向資源如父母關

(一) 短期計畫（第一週至第三週）：

心，年輕本錢等。

1. 目標
(1)案主能表達對輔導者信任
(2)案主能提升自我價值感
(3)案主能增加自我了解與自我接
納
2.實施方式及輔導策略

(二)中期計劃（第四週至第九週）：
1.目標
(1)案主能定下願意學習自我控制
策略的承諾
(2)案主能確定要改善的標的行為
(target behavior)

(1)自我表露(Self-disclosure)策略：

(3)案主能增進自我察覺能力

以真誠一致態度，與案主分享為

(4)案主能學會自我控制策略

何筆者義務擔任監獄教化工作十年的

(5)案主能減少違規次數

心願－願盡春暖感人心，不信春風喚

(6)案主能增加情緒穩定時間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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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方式及輔導策略
(1) 自 我 承 諾 (Self-commitment) 策
略：
鼓勵案主下定決心學習情緒自我

(5)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策略：
教導案主當情緒不好、生氣、或
行為違規時，即在自我監控表上做一
簡單劃記！另方面也鼓勵可針對其進

控制策略，請案主寫下承諾並用在日

步行為如能服從命令等去做記錄。

常生活中，同時簽下姓名日期以提升

(6)鬆弛訓練(relaxation training)：

案主學習意願與動機。
(2)確定目標(goal setting)策略：

首先，教導案主用內在自我陳述
(self-statement)提醒先觀察自己的呼

引導思考何種行為或情緒是最想

吸。其次，開始專注於自己的一呼一

改善的？輔導者與案主共同的合理目

吸之間，此刻呼吸保持自然平穩，專

標是什麼？如何達到目標？

注但不緊蹦。第三，配合佛家「數息

(3)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訓練

法」
，吸氣時腹部脹大，吐氣時腹部內

教導案主觀察念頭的起伏，省覺

縮並於內心默數〝一〞
；再吸氣時腹部

腦中的內言(inner speech)是什麼？常

脹大，再吐氣時腹部內縮並於內心默

讓自己情緒或行為失控的發動事件

數〝二〞
，依此次序默數到〝十〞之後，

(trigger)是什麼？在情緒行為爆發前

再依序重新從一開始數。

的一念是什麼？當憤怒或即將憤怒

在實施過程中應注意幾點：首

時，生理上有何徵狀或感覺？並訓練

先，強調〝放鬆〞及〝自然〞
。其次，

案主能專注於當下的身體動作過程之

剛開始練習時不用刻意強調腹部呼

中？察覺有那些特殊動作或習慣？察

吸，或一定要如何緩慢或數息，只要

覺說話口氣及對待別人方式？察覺應

輕鬆呼吸，觀注自己的呼吸即可。第

付挫折或壓力的反應行為模式？

三，如果可以接受唸佛，在一呼一吸

(4)自我教導(self-instruction)策略

之間配合唸佛號如「南無阿彌陀佛」

教導案主當察覺內心即將生氣、

有更進一步靜心的效果。第四，用內

憂慮、壓力和沮喪念頭時，即告訴自

在自我陳述常提醒自己要斬斷對過去

己〝停〞
，不要再想了。當面臨被挑釁

或未來不必要的牽纏如煩惱、憂慮或

的情境或憤怒即將爆發時，內心要先

生氣，堅實且專注地練習活在當下眼

喊〝停一下〞並接著說〝想後果〞。

前一瞬之一呼一吸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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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冥想活動(meditation activities)：

讓案主去發現他有那些〝本錢〞、〝資

引導案主冥想讓情緒平衡的景

源〞及〝優勢能力〞可資運用？他有

色，如可配合內心觀想平靜海洋、青
翠山林、寧謐和諧的大自然景觀或佛

什麼專長和興趣？
(2)價值澄清(value clarification)策略

及菩薩的容貌；或冥想讓心靈很感動

詢問案主覺得人生最有價值的是

的場景或很快樂的記憶，讓心情回到

什麼？從事不法的活動，如偷竊、搶

正向平和的狀態。

劫、恐嚇、賣毒等雖曾賺了些錢，但

(8)示範(modeling)策略：

目前剩多少？這種歲月能持續多久？

清楚的示範很重要，讓案主能很

從事不法要付出多少青春成長？精神

清楚地認知輔導者如何用內在自我陳

成本？未來幸福家庭成本？甚至是生

述去指導本身的心念和控制自己的情

命代價，這樣值得嗎？

緒行為與如何專注於呼吸。
(三) 長期計劃（第十週至第十二週）
：
1.目標

(3)喚起親情(filial piety)策略
請案主分享父母親曾關心他、照
顧他及擔心他的經驗，有那次的經驗

(1)案主能做生涯探索活動

讓他深深感動？父母親有否那句話或

(2)案主能發展正向生活價值觀

那一幕的回憶讓他覺得很溫暖？父母

(3)案主能表達體會父母親或祖父

對他的期待是什麼？年紀大了誰來照

母之心情和家庭的重要
(4)案主能表現正向思考的技能
(5)案主能表現合宜社交技能
(6)案主能表現助人行善與感恩知
足的心態
2.實施方式及輔導策略
(1)生涯探索(career exploration)策略

顧？父母為他付出了什麼？他又回報
什麼？
(4)正向思考(positive thinking)策略
凡事有失必有得，練習用正面的
思考去看待生活週遭的挫折，例如把
〝服刑當做修行〞
，
〝受辱學會忍辱〞，
〝煩惱即是菩提〞等。並訓練在日常

引導案主去思考，如果行為不改

生活中讓自己在不愉快的情境裡能看

善，五年、十年、二十年、三十年後

到積極面，也要運用〝自我增強〞策

會過著何種生活，並讓案主思索未來

略，不斷為自己打氣，改變〝自我擊

目標是什麼？如何達到這些目標？也

敗〞(self-defeating)的想法，肯定自己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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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就和進步，縱使它是微小的，亦

自我控制能力。案主於日常生活中，

值得給自己掌聲。

也會常唸佛號和背誦「心經」來培養

(5) 社 交 技 巧 訓 練 (social skills

自己穩定的心境。案主變得對父母更

training)

感恩，對主管及其他少年犯較有善

訓練案主對人表達感謝，如寫信

意，對以前的價值觀也有番思考，同

給父母表達感恩，或常向主管道謝與

意筆者「黑道生活原是夢」及「平安

表達尊重之意。鼓勵案主養成助人行

家庭唯所求」的觀點，並表示以前從

善的習慣，例如去鼓勵或協助新同

未想過「當大哥的成本代價」及「錯

學，或將來行有餘力，捐發票或捐錢

把意氣當義氣」
，也沒想到「為了朋友

助人。引導案主分享助人行善的經驗

苦了父母」實在不值得，因為父母是

與行善後的感覺，激發其善良本性。

唯一永遠不會出賣他，永遠夠義氣關

對別人表達善意及感謝，幫助週遭需

心他的人。經過鼓勵，案主有想再升

幫助的人，體貼父母，即是最簡易可

學的動機，期待能學得一技之長來脫

行的行善方式，也可以提升社交技

離原本複雜的環境，對未來似乎重拾

巧，改善人際關係。

信心，希望能過正常平淡的生活。

(6)角色扮演(role playing)
透過角色扮演的活動，讓案主體
會被害人及父母親或別人的感受及反
應，並學會適當社交技巧和培養助人
感恩的心態。
五、輔導成效
根據少年觀護所主管的觀察，案
主在接受 12 次輔導（每週一次）過程
中，其情緒和行為的確有很大改善，
違規及不服管教情形也減少了，同時
也沒有再發生攻擊行為。筆者也發現
案主能學習且願意使用在輔導過程中
所學到的認知行為策略來增進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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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筆者認為品行疾患的少年犯，他
們需要的應是「特殊教育」
，而非「監
獄」，是「打氣」而非「放棄」。基於
此認知，筆者願意以輔導這些迷途的
青少年為終生志業，期待自己點滴的
努力，可以讓社會更有愛，人間更有
情。內心深深期待筆者的努力，能夠
感動一些犯罪青少年改惡向善，那不
只幫助了這些青少年，也幫助了這些
青少年的家庭，及一些未來可能成為
被害人的家庭。
認知行為策略對許多教師而言應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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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簡易可行卻能夠有效地幫助學生的

intervention for aggressive

策略，如果教師們能對品行疾患學生

behavior in early adolescence.

有更深切的同理心和接納，知道他們

Clinical Case Studies, 4(3),

有時並不是壞，而是在情緒行為的控

277-294.

制及表達上有障礙。如能多給予鼓勵

Dykeman, B. F. (1995). The social

和運用策略協助他們，即能多一份成

cognitive treatment of anger and

功的機會，也能減少或避免將來社會

aggression in four adolescents

要為他們可能犯下的罪行而付出龐大

with conduct disorder. Journal of

的成本。

Instructional Psychology,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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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旨在探討提昇特殊學生英語音韻覺識之教學策略，以及發掘音韻覺識在特
殊學生英語教學上的意義與重要性。此外，本文更提供給教育工作者或家長一
些有效教學策略與建議。
關鍵詞：英語、聽覺理解、音韻覺識、有效教學策略

壹、前言

，因此其能力的開展受到教育者格外

語言，在人類的生命中扮演著極

的重視，語文課程往往是學校課程中

為關鍵的角色，我們無可否認語言這

特別強調的部份，尤其是在國小階段

一套有別動物或其他生物的溝通工具

(Meese, 2001)。現階段台灣教育當局

，在日常生活或學業、甚至工作上的

，為了落實國際化的政策與提高國際

重要性。語言能力除了藉由先天語言

競爭力，正大力推動各階段的英語教

學習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育，如教育部從九十學年度起，將英

，LAD)的運作來獲得，語言更是個

語教學正式納為國小語文課程中的一

體的認知發展與外在複雜環境間交互

部份。此外，更於九十四學年度起將

影響的產物(Shaffer, 2002)。

英語教學提前至國小三年級開始實施

有鑑於語言受到後天環境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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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英語教學是我國未來語言學習的

討論，因此可見音韻覺識能力無論是

一種趨勢。然而，不僅是國小普通班

對表達性語言亦或是接收性語言都有

學童開始學英語，特殊學生也開始接

舉足輕重的影響力，其中英語音韻覺

觸英語課程，國中資源班學生大多數

識能力與英語閱讀的關係更是學界眾

均接受英語補救教學(蕭金土，民

所矚目的焦點，故本文將進ㄧ步討論

86；劉鉅棟，民 90)，目前國小資源

。此外，從教學的角度來看，如何運

班尚未提供英語教學，特殊學生與同

用有效的教學策略來增進學生英語音

儕一樣在普通班接受英語教學。雖然

韻覺識能力，值得教育人員加以探究

他們與普通學生共同學習，但他們英

，故本文旨在探討並提升學生英語音

語學習的問題未受關注。

韻覺識之教學策略、教學步驟和教學

語言的學習除了表達性語言(ex-

活動，以供英語教學者及特教教師輔

pressive language)能力(如：口說與書

導特殊學生學習英語時之參考。

寫表達)的培養之外，接收性語言

貳、英語音韻覺識

(receptive language)能力(如：音韻覺
識與閱讀理解)也是語言學習的重要
基礎與指標。在英語系國家的拼音文
字系統裡，英語音韻覺識能力一直廣
受關注，以資源班的學習障礙學生為
例，相當多學者(如Brady, Shankweiler,
& Mann, 1983；Hallahan, Kauffman, &
Lloyd, 1999 , 2005 ； Johnson &
Myklebust, 1967；Kuder, 1997；Siegel,
1993 ； Torgesen, 1999a ； Torgesen,
1999b；Torgesen, Otaiba, Grek, 2005)
已針對他們的音韻處理（phonological
processing）及音韻覺識（phonological
awareness）等能力與閱讀、拼字、書
寫和口語表現之間的關係提出廣泛地

屏師特殊教育

一、英語音韻覺識之涵義
國內學者曾世杰(民 88)指出每一
位具備聲韻規則的人才能正常地說、
聽話，雖然能說、聽話，並不表示可
以覺察到自己具有這種聲韻規則。然
而當我們在說、聽詞彙的同時，大腦
裡的聲韻系統不斷地在運作，聽話者
不自覺地把語音成份混合而成詞彙。
這 系 統 稱 為 音 韻 覺 識 (phonological
awareness)，又稱音素覺識(phonome
awareness)、聲韻覺識或語音意識，
即個體監控自我內在聲韻系統規則的
能力，個人對口語語言的覺知和聲音
結 構 的 途 徑 (Wagner, Francis, &
Morris, 2005)，是一種後設語言能力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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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錡 寶 香 ， 民 95 ； Hallahan et al.,

cat 不 發 /k/ 時 ， 發 /æt/ ； /k/ 換 成

2005)。在拼音文字的實證研究中，

/m/，唸/mæt/。

音韻覺識主要包括：音素切割、音韻

3.混合拼音(phoneme blending)：能將

操控、音素混合拼音、押韻等，均是

個別的語音聯結在一起，成為一個

特殊學生在語音層面可能會有的障

有意義的發音，如拼出“cat”這字

礙，而這些能力常被拿來作為評估音

音。

韻覺識的測驗活動(王淑蓮、廖秋

4.押韻(rhyming)：如首音改變時，則

莉 、 潘 淑 姿 ， 民 93 ； 曾 世 杰 ， 民

能將字最後的聲音保留，如“sun”,

88 ； Hallahan et al., 1999, 2005 ；

“run”，兩字同押/Λn/韻。

Kamhi & Catts, 1986；Kuder, 1997；
Lerner,

2003 ； Lipka,

Siegel,

&

Vukovic, 2005；Meese, 2001；Sousa,

5. 辨 識 音 素 、 字 的 異 同 ， 如 /b/,
/p/；“big ”,“pig”。
依上述之五種活動，可變化出許

2001)，下列分別敘述之：

多不同的音韻覺識練習活動，其測驗

1.音韻切割(phoneme segmentation /

的難度會因其音韻單位(phonological

counting / isolation)：能分割單字

units) 的 難 易 度 、 位 置 、 單 位 的 多

中語音的能力，如 cat，共有/c/、

寡、字頻(word frequency)及測驗的類

/æ/、/t/三個音素。

型等五種向度而改變(Troia, 2004)。

(1) 數 算 、 切 割 複 合 字 或 音 節 ， 如

事實上，音韻覺識活動可综合為兩大

“snow” “man” 合 在 一 起 會 變

類，其一是語音分解能力，將句子分

成 ?(snowman) 或 將 “hotdog” 拆 成

解為字詞，字詞分解為音節，音節分

“hot” , “dog” 兩 個 單 音 節 ， 或 是

解 為 單 個 音 素 (Sousa, 2001 ； Troia,

“turkey” 的 “tur” 不 見 ， 會 變 成 ?

2004)，由大單位化成小單位；第二

（key）。

類是語音組合的能力，將小單位拼音

(2)數算、切割音素，如“cat”有幾個
語音? (三個)。dog 的首音為/d/。
2.音韻操控：省略或替代字詞中的聲
母、韻母，即使改變語音的順序
後，亦能辨識新語音的能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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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較大的單位(Troia, 2004)，將單獨
音素組合成音節或單音。
二、英語音韻覺識在閱讀上的重要性
(一)音韻覺識與閱讀之相關
Hempenstall(1997)指出越來越多

屏師特殊教育

屏師特殊教育

民 95 年 5 月．第 12 期

P74～85

學者接受音素覺識與閱讀存在著交互

世杰，民 88；Hallahan et al., 2005；

的影響，也就是說，音素覺識可以加

Kavale, 1981 ； Kirk, Gallagher &

強閱讀能力，而閱讀能力又可增加音

Anastasiow, 2003 ； Lerner, 2003 ；

素覺識的技巧。此外，更有許多學者

Meese, 2001 ； Torgesen, 1999a ；

(如沈中偉、陳惠玲，民 92；洪慧

Torgesen, 1999b；Uhry, 1999；Waber,

芳，民 82；許瑛珍，民 92；曾世

et al., 2001；Wagner et al., 2005)均強

杰，民 85，民 88； Edelen-Smith,

調閱讀需靠豐富的聽覺語詞和音韻覺

1998 ； Leafstedt, Richards, Gerber,

識技巧。由此可見閱讀與音韻覺識能

2004 ； Meese,

力是唇齒相依的。

2001 ； National

Reading Panel, 2000；Schulte-Körne,
Deimel,

Bartling,

&

雖然也有研究者認為音韻覺識不

Remschmidt,

能全然預測閱讀困難，Snow、Burns

1999；Shankweiler et al., 1995)支持

和Griffin(1998)研究發現幼稚園兒童

音韻覺識在閱讀能力發展上發揮一定

有好的音韻覺識技巧，長大後閱讀表

影響力。譬如當讀者正在閱讀本文

現佳；若音韻覺識技巧差，以後的閱

時，其實是已經具備了將每個語音和

讀表現普通(引自Meese, 2001)。但近

注音符號相聯結的能力，毫不自覺地

二十年來許多英語的閱讀歷程研究者

將語音和文字結合，完成閱讀的工

(曾世杰，民 88；Shankweiler et al.,

作。在一個五年長期追蹤的研究中，

1995；Torgesen, Wagner, & Rashotte,

Wagner等學者(1997)研究 200 位兒童

1994）均指出音韻覺識、音韻編碼是

從幼稚園到國小四年級字的語音編碼

以英語為母語者成功閱讀習得、預測

能力，發現音韻覺識相較於字彙

速度及閱讀技巧精熟度之重要關鍵，

(vocabulary) 對 於 之 後 的 編 碼 發 展

最佳閱讀能力預測變項，能預測優越

(development of decoding)有較強的因

的閱讀能力。

果關係。黃秀霜和詹欣蓉(民 86)曾對

(二)音韻覺識教學的重要性

閱讀障礙兒童的閱讀成就做過研究，

Lerner(2003)認為學生在開始閱

研究發現音素覺識、聲調覺識對閱讀

讀時，必須具備音素覺識、字母拼讀

成就有預測力，尤以音素覺識更佳。

法(phonics或稱自然發音法)，當學生

此外，學者們(王淑蓮等，民 93；曾

能熟練地操弄語音，才能把聲音對應

屏師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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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書寫符號，因此呼籲兒童在學習閱

互動，將顯現語言學習及閱讀障礙，

讀時都必需接受早期密集、明確的音

據 統 計 所 有 字 母 語 言 (aphababetic

韻覺識教學，特別是對閱讀障礙及失

language)中，嚴重閱讀障礙均約佔百

讀 症 兒 童 。 如 Wanzek, Bursuck, &

分之五。這不但顯示出音韻能力的良

Dickson(2003) 在 美 國 的 一 所 小 學

莠在拼音文字系統中所扮演之重要

(Prairie School)中發現約有 35%的一

性，亦強調環境對塑造學生語言學習

年級學生是閱讀低成就或文盲，且學

的影響。

校內有越來越多的學生需要特殊教

音韻覺識的教學也須注意到語言

育，有鑑於此，該校教師便開始進行

間的差異，其影響音韻覺識能力發展

一套音韻覺識教學方案。英語屬拼音

的快慢，Wagner et al.(2005)認為這可

文字系統，尤其需要此類練習活動，

能是因為各國語言音韻編碼規則不

Lyon(1998)認為閱讀障礙兒童若經過

同，如西班牙兒童的聲音與文字間的

適當的教學策略，他們的音韻覺識技

音韻轉錄(phonological recoding)較英

巧便會進步。此外，兩個後設分析研

語 可 快 速 自 動 化 。 Chiappe, Siegel,

究(Bus & van Ijzendoorn, 1999; Ehri et

Wade-Woolley(2002)則研究發現音韻

al., 2001)也支持音韻覺識教學可同時

技巧對學習英語的學生之閱讀能力比

提升音韻覺識及編碼技巧，尤其是學

對英語為母語的學生重要，然而英語

前兒童。

學習學生的音韻編碼比較差，且中文

由於許多文獻均一致認為閱讀障

為母語的英語學習學生在字彙切割

礙 具 有 音 韻 處 理 缺 陷 (Brady et al.,

(segment words)較英語母語者及西班

1983；Kuder, 1997；Siegel, 1993；

牙差。是故，這提醒我們在音韻切割

Torgesen, 1999a；Torgesen, 1999b)，

的教學與訓練時，必須特別觀察並加

因此研究兒童早期讀寫技巧(literacy

以重視。

skills)的學者特別關注兒童的音韻覺

參、英語音韻覺識技巧的教學策
略

識能力(Lipka et al., 2005)，Wagner et
al.(2005)也指出大腦的語言學習機制
受到環境的塑造，當有缺陷的音韻處
理機制(phonological processor)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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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活動可依學生程度彈性調
整，依特殊學生之個別能力予以増加
或刪減，在此強調的是聽覺訓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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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學生無需辨認字彙，以下參酌學者

每一個音節，先從一或二個音節，再

(Edelen-Smith, 1998；Kuder, 1997；

增加到三個以上的音節，如 I →

Lerner, 2003；Messe, 2001；Wanzek

a-pple → ba-na-na ， 可 用 Elkonin

et al., 2003)之研究，以前述之英語音

Boxes 教學。Elkonin Boxes 之使用方

韻覺識涵義為架構，並結合個人教學

式為：首先，給予學生一張圖卡蝴蝶

經驗，歸納出下面的教學建議：

butterfly (見圖 1)，因為 butterfly 由三

1.音韻切割(拍數字音、音節、音素)

個音節(bu-tter-fly)組成，因此設計三

英語學習的難易度是從大單位(字音)

個同顏色或同類型的空格，老師由左

至小單位遞增，越大、越長的單位越

至右示範發三個音節，每說一個音

簡單，如 My name is Will.這句子較

節，就放上一個黑圓圈（或其他替代

容易拍數出四個單位；反之，學生不

物），其目的為教學生偵測各別的聲

易正確分解 n-a-me 有三個音素。所

音，句子和音素教學都可以此類推。

以起初從簡單句開始，先拍數句中的

以下數種教學活動均可配合 Elkonin

每一個字。再讓學生拍字或名字裡的

Boxes。

1

2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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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konin Bo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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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音韻操控(省略、替代、添加)

fish or Memory)，把兒歌裡的押韻字

(1) 省 略 ： 係 將 音 節 分 段 ， 先 省 略

拿來讀或說(fox、box)，由辨認遊戲

前、後音節，最後省去中間音節，

開始，然後進行填空活動，(如 The

如 pumpkin 變成 pump 或 kin。而

big red fox jumps over the

省略音素是讓學生省略前、後音

剛開始用二或三個圖做提示。亦可使

素，中間音節留最後才練習，如

學生從熟悉的故事或韻文中找錯字，

pig 省略/p/變成/ig/ 或省略/g/變成

如 twinkle, twinkle, little car（star）。

/pi/。

5.辨識音素、字的異同

.)，

(2)替代：其教學流程為學生可分辨

利用圖片(如 eat)協助學生學會辨

字的前、後音，找出關於所有發 b

認短母音(如 I)後，進行長母音(i)，

音的圖片如 boy, bird, banana 或物

再進行兩者的比較。

品；亦可回答「bat、pat」哪些發音

6.運用教具強調重音或辨認音調

相同或不同，以替換不同的音素。

教師可利用可發出清楚聲響

再讓學生用不同音素練習替代，先

的教具(如：鼓聲的強弱聲)來強調重

替代前、後音節，最後中間音節，

音，或出示圖片協助學生學會辨認

如 sit 變成 bit 或是 sit 變成 sat。

輕、重音或音調之抑揚頓挫。

(3)添加：第二字再增加一個音素，
如 mile 變成 smile。
3.混合拼音
讓學生組合複合字詞，最早可配
合圖片(如二張圖片「foot」「ball」組
成語詞「football」)，並搭配口語教學
反覆練習。再將音節合起來拼讀，如
pump-kin； 最 後 拼 讀 音 素 成 字 ， 如
c-at，由兩音素(up)開始，再增加到
三(sit)或四個(desk)以上的音素。
4.押韻
用 圖 卡 配 合 押 韻 字 玩 遊 戲 (Go

80

待熟練上述音韻覺識技巧後，
可再學簡單的自然發音(phonics)，即
聲音對應字母的教學，有益於日後之
閱讀能力的開展。

伍、結語
隨著時代潮流所趨，國內現在於
小學三年級時便開始推行英語教學，
有些父母很擔心太早學不同的語言可
能會干擾小孩學母語的能力，其實，
曾志朗（民 89）指出在文獻上沒有這
樣的例子，如果是在雙語或三語家庭
中出生的嬰兒，他可以同時學會圍繞
屏師特殊教育

屏師特殊教育

他的多種語言而不會將之混淆。然
而，不會混淆並不代表從小(在青春

民 95 年 5 月．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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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教育部國教司（民 93）。國民小學英

期之前)學習第二外語或第三外語就

語教學向下延伸至三年級之課

不受到原來語言的影響，且母語的學

程綱要。2005, 6, 1 檢索自

習過程也同樣會出現在第二外語的習

http://www.edu.tw/EDU_WEB/W

得上（Richards & Sampson, 1989）。

eb/public Fun/dynamic default.

由此推論，我們除了強調兒童英語的

php

音韻覺識等能力的學習，對於母語能

許瑛珍(民 92)。閱讀障礙的成因與類

力的培養也是不可荒廢的。此外，面

別－從認知神經心理學的角度

對學生學習英語，我們應該抱著給予

探 討 。 國 教 世 紀 ， 207 ， 23 －

學生一個快樂且正常的學習環境的心

30。

態，來幫助其激發學習英語的動機，

曾世杰(民 85)。閱讀低成就學童與一

進而克服學習英語時所產生的障礙。

般學童的閱讀歷程成分分析研

同樣地，如何教導學生有效的音韻覺

究 。台東：八十五學年度師範

識學習策略更應該是現代為人師表或

學院教育學術論文發表會。

父母最應當關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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