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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ilot school project of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workers of disability 
course.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is used to target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dministrative support team members, and academic administrators of the pilot school in the 
country, and to use the self-edited "Question Questionnaire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ilot 
school project of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workers of 
disability course" as a research tool. A total of 529 copies were issued, and 412 samples were 
recovered, with a recovery rate of 77.9%, 393 valid samples, and an effective ratio of 95.4%.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single factor analysis and other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Methods The 
statistics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following main findings were summarized: 

1.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by the workers of a 
pilot project is "mostly understood". 

2.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he workers of a pilot project perception of the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not different due to background factors such as "100-class 
pilot", "pre-primary school" and "school size". However,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ackground factors such as "job position", "service class" and "study hours". 

3. The overall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the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by the the 
workers of a pilot project is "mostly implemented". . 

4.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by the the the workers of a pilot project is not different due to background factors such as 
"100-class pilot", "pre-school", etc., but will be due to "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ackground factors such as the "job position", the "service class", the "study hours", the 
"school size" and the "learning hours". 

5. The awarenes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by the 
the the workers of a pilot project are high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Keywords: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a, Special Education, Pilot Schoo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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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階段身障課程前導計畫人員對十二年國教課綱
認知及實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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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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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4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前導計畫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認知及實施現況，採

問卷調查法，以全國各前導學校特教教師、行政支援團隊人員、教務行政人員為對象，利用

自編之「國民教育階段身障課程前導人員對十二年國教課綱認知及實施現況之調查問卷」為

研究工具，共發出 529 份，回收樣本計 412 份，回收率為 77.9%，有效樣本為 393 份，有效

比例佔 95.4%，再以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等方法進行統計，歸納出以下主

要發現： 

一、 前導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整體認知現況屬「大部分瞭解」程度。 

二、 前導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認知現況不因「服務階段」、「100 課綱試辦」、

「普教前導學校」、「學校規模」等背景因素而有差異，但會因「擔任職務」、「研

習時數」等背景因素存有明顯差異。 

三、 前導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整體實施現況屬「大部分實施」程度。 

四、 前導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實施現況不因「100 課綱試辦」、「普教前導學校」、

等背景因素而有差異，但會因「服務階段」、「擔任職務」、「研習時數」、「學

校規模」、「研習時數」等背景因素存有明顯差異。 

五、 前導人員在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認知與實施現況皆達高度正相關。 

 
關鍵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身心障礙課程、前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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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融合教育是目前世界趨勢，強調身心障礙學生應在普通教育環境下接受教育，美國在1990

年通過的《障礙者教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簡稱 IDEA）中，強

調應免費而適當的公共教育，落實零拒絕、適當且無歧視的評量、規範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執

行 以及提供最少限制的環境 其中，零拒絕、最少限制的環境的理念，使原先被屏除在一般

學校之外的身心障礙學生，得到與普通學生一起學習的機會與權益，此事可以說是融合教育

重要的里程碑（Andrews & Clementson，1997）。Kirk、Gallagher 與 Anastasiow（2003）也明

確指出融合教育是對所有學生提供教育並對每一個學生提供學習時所必需的支援。台灣近年

來的課程改革，也持續的往融合教育的理念前進。為融合教育使具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參

與普通教育課程，讓特教課程與普教課程接軌確有其迫切性（王昶盛，2015）。 

臺灣教育部於 2014 年 11 月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並於 2019 年 8

月起，從各教育階段（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起，逐年實施。其中特

殊教育在此次課綱改革也被納入總綱中，並透過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做為實踐的依據。課

綱內涵明確提及了特殊教育且重視特殊需求的重要性，包含了兼顧個別特殊需求、尊重多元

文化與族群差異等。總綱亦在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範其應包括含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代

表；規範課程設計須因應特殊類型教育學生之個別需要，應提供支持性輔助、特殊需求領域

課程及實施課程調整；規範教學實施應依據學生多方面的差異，規劃適性分組、採用多元教

學模式及提供符合不同需求的學習材料與評量方式；規範教師專業發展可透過教學研究會、

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共同備課、參加工作坊、安排專題講座、實地參訪、線上學習、行動研

究等多元專業發展活動方式增能；課程改革的實施亦重視家長的參與，明確規範了身心障礙

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需有學生家長參與訂定。 

此次課程改革對於特殊教育是一個重大的進展，從總綱即納入了許多特殊教育的規範，

為使各縣市能及早準備，教育部國教署也規劃前導學校計畫，在 108 課綱下讓學校試行課程

運作。依辦理時程分二階段推動：第一階段（2018/01/-2018/07）實施重點為建立十二年國教

課綱身障學生課程之共識、建構課程推動之支援系統、檢視與調整身障學生課程運作機制、

統整身障學生課程納入學校課程計畫中、成立專業社群及研擬並試行及修正運作流程中各項

工作參考範例及檢核機制。第二階段（2018/08-2019/07）實施重點則包含試行十二年國教課

綱身障學生課程、增進課程規劃與課程調整之專業知能、深化教師專業、分享前導經驗、建

構十二年國教課綱身障學生課程運作模式（教育部，2017）。 

因此本研究希望藉此瞭解這次前導計畫推行成果，提供各縣市在研擬相關配套措施時之

參考。本研究具體的研究問題為：  

一、 前導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在整體以及各層面的認知程度及實施現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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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背景變項之前導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認知及實施現況是否有顯著差異？ 

三、 前導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在認知現況與實施現況，是否有顯著相關？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及對象 

本研究以問卷進行調查，研究對象為全國二十一縣市（含國教署所轄）參與身障學生課

程前導計畫之人員，包含國民教育階段特教教師、縣市行政支援團隊人員，以及前導學校教

務行政承辦進行普查。國小教師數為 184 人，國中教師數為 213 人，行政支援團隊人員計 69

人，學校行政人員（含各校教務主任及教學組承辦）計，86 人。扣除預試對象後剩餘 530 人。

問卷共計發出 529 份，回收樣本計 412 份，回收率為 77.9%，有效樣本為 393 份，有效比例

佔 95.4%，依據 Newcomer 與 Wirtz（2004）指出，問卷回收率如果達到 70％或者更高，即屬

高品質的問卷。研究架構如圖 1。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自編調查問卷「國民教育階段身障課程前導計畫人員對十二年國教課綱認知

及實施現況」，其架構為能確實蒐集到各項前導計畫核心工作的相關資訊，以「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配套計畫」中之架構

表之四大面向為基礎，建立本研究問卷之結果變項，並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身心障礙學生前導校實施計畫」與「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配套計畫」中之架構

表，其四大面向「行政組織」、「課程教學」、「設備資源」、「研習宣導」雙向統整課綱的重要

內涵，並草擬問卷題目，彙集相關專業人員建議，形成正式問卷。 

正式調查問卷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二年國教課綱認知程度及實施現況之調查」；

第二部分是「學校各項工作需求強度調查」；第三部分是「填答者個人基本資料」。計分方式

採四點量表。另部分問卷題目為反向題，意即錯誤的課綱內涵認知。 

 

三、十二年國教課綱認知及實施現況各層面變項 

行政組織層面是指對於課綱相關組織設置要點的瞭解程度；以及對於課綱相關組織設置

要點的執行情形。課程教學層面是指對於課程計畫撰寫、課程調整方式的瞭解程度；以及課

程計畫撰寫及課程調整的運用狀況。設備資源層面是指對於人力資源及相關輔具的運用瞭解

程度；以及人力資源及相關輔具的運用狀況。研習宣導層面：對於課綱相關研習場次的瞭解

程度；以及參與課綱相關研習的時數、對於研習內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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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料處理 

本研究將回收問卷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進行資料分析。所應用之統計方法包含敘述性

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及相關係數分析。 

 

 

 

 

 

 

 

 

 

 

 

圖 1 研究架構圖 

參、研究結果 

一、前導人員對於課綱的認知現況 

（一） 行政組織層面認知現況分析 

如表 1-1 所示，此層面各項題目有 11 題得分表現皆落在「大部分瞭解」至「非常瞭解」

之間，得分低於 3 分的題目僅有 1 題。顯示學校對於課程計畫應統整規劃的認知尚不足。 

 

表 1-1 行政組織層面認知現況分析摘要表 

題目 M SD 

1. 十二年國教課綱之實施，除混齡式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外，其餘

班級可自一年級開始逐年實施。 
3.50  0.83  

2. 學校「彈性學習課程」包含特殊生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在內。 3.63  0.67  

3. 可依身障學生之需求，彈性調整「領域學習課程」之上課節數。 3.63  0.71  

4. 規劃領域學習節數時，可依學生需求，實施特教教師與普教教

師協同教學。 
3.68  0.62  

5.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適用於各類特殊教育班級之學生。 3.70  0.58  

6.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包括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之教師 （特 3.81  0.55  

特教教師背景變項 

1.人員類別 

2.服務階段 

3.服務學校規模 

4.課綱研習時數 

5.參與 100課綱 

6.參與普教前導 

十二年國教課綱之認知程度 

1.行政組織層面 

2.課程教學層面 

3.設備資源層面 

4.研習宣導層面 

十二年國教課綱之實施現況 

1.行政組織層面 

2.課程教學層面 

3.設備資源層面 

4.研習宣導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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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師）。 

7. 學校各類特殊教育班所自編之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的

自編教材，須經由學校課發會審查。 
3.59  0.77  

8. 特殊教育班的課程規劃，需經由特推會審議通過，並經由學校

課發會通過後實施。 
3.74  0.62  

9. 身障學生之各項特殊需求服務，需經彙整後送至特推會審議。 3.80  0.49  

10. 學校身障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為課程擬定的依據，且 IEP

在學期中仍可調整修正。 
3.79  0.52  

11. 接受巡迴輔導服務的身障學生，其課程規劃的審議單位為學

生所屬之學校。 
3.63  0.68  

12. 特殊教育及普通教育之課程計畫，應依各縣市期程「分別」

送府備查。 
2.17  1.22  

行政組織層面 3.56 0.44 

*p<.05，**p<.01，***p<.001 

 

（二） 課程教學層面認知現況分析 

如表 1-2 所示，此層面各項題目認知現況得分在「大部分瞭解」至「非常瞭解」程度的

有 8 題，得分低於 3 分的題目有 4 題。顯示學校在分組排課的依據、課程調整手冊的精神、

素養導向課程的設計等認知尚不足。 

 

表 1-2 課程教學層面認知現況分析摘要表 

題目 M SD 

1. 實施身障學生的課程時，非語文、數學之領域課程也得以調

整。 
3.72  0.57  

2. 在教學活動設計中安排普通生與特殊教育學生交流的機會。 3.67  0.62  

3. 學校身障學生之各領域課程調整，以該學生之「身心障礙程

度」為分組及排課的依據。 
2.04  1.19  

4. 在規劃各領域課程時，可調整該領域學習內容及學習表現，

惟須依循學生「生理年齡」之學習階段。 
3.61  0.65  

5. 學習策略課程除獨立排課實施，亦可融入在領域學習課程中

進行。 
3.75  0.58  

6.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之學生，其課程必須遵循《學習功能嚴重 2.12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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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損學生的課程調整手冊》安排之。 

7. 特教教師在規劃領域課程之學習重點時，應參考普通教育該

領域之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作為課程教學調整之參考

依據。 

3.72  0.59  

8. 對於身障學生的領域課程規劃，宜以全部抽離或外加的方式

實施。 
3.66  0.74  

9. 特殊教育課程應依據「特定領域科目」的學習功能缺損情形

規劃。 
3.57  0.73  

10. 核心素養的課程設計，應提供學生在真實情境下脈絡化的

學習。 
3.67  0.68  

11. 在設計「素養導向的課程」時，學習目標的撰寫，應細分

為認知、情意、技能，個別訂定之。 
2.13  1.19  

12. 每一位學生都要有一份課程計畫。 2.44  1.29  

課程教學層面 3.18 0.44 

***p<.001 

 

（三） 設備資源層面認知現況分析 

如 1-3 所示，此層面各題均落於「大部分瞭解」至「非常瞭解」間，且無得分低於 3 分

之題項。 

 

表 1-3 設備資源層面認知現況分析摘要表 

題目 M SD 

1. 學校特殊教育教師若在課程設計、教材研發等工作有需

求，可得到相關協助。 
3.51  0.75  

2. 學校特殊教育教師若在課程設計、教材研發等工作有具體

成效，可得到相關獎勵。 
3.35  0.91  

3. 教材研發可包含教科書、數位教材、診斷工具等。 3.43  0.86  

4. 前導學校之教材示例，僅供全國各校編擬教材之參考。 3.51  0.91  

設備資源層面 3.45 0.68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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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習宣導層面認知現況分析 

如表 1-4 所示，此層面各題均落於「大部分瞭解」至「非常瞭解」間，且無得分低於 3

分之題項。 

表 1-4 研習宣導層面認知現況分析摘要表 
題目 M SD 

1. 學校須配合辦理前導學校運作試行成果分享與教材發表。 3.63  0.68  
2. 辦理相關會議、講座及研習，提供特殊教育班學生之家長了解

課綱內涵。 
3.58  0.71  

3. 校長及教師，「每學年」皆須公開授課一次。 3.79  0.50  
4. 學校可利用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社群，協助教師了解特殊需

求領域課程。 
3.74  0.51  

5. 學校辦理各領域之核心素養導向教學研習時，其對象應包含特

殊教育班教師。 
3.74  0.53  

研習宣導層面 3.69 0.48 

***p<.001 

 

二、不同背景變項前導人員對課綱認知現況差異分析 

不同服務階段、參與 100 課綱試辦與否、學校普教前導學校與否及不同學校規模之認知

現況，經分析後在各層面皆未達顯著差異。 

（一） 不同職務擔任對課綱之認知現況差異分析 

由表 2-1 可知前導人員擔任不同職務，在行政組織、課程教學及整體認知皆達顯著差異，

且前導學校特教教師以及縣市行政支援團隊的得分皆顯著高於前導學校教務行政人員；而其

餘層面皆未達顯著差異。顯示教務行政人員在課綱認知仍需要較多的宣導協助。 

表 2-1 不同職務擔任對課綱之認知現況分析顯著摘要表 

層面 類別 
變異數分析摘要 

N M SD F  事後比較 

行政組織 
特教教師 
行政支援 
教務行政 

309 3.57 0.38 
18.62*** 

A>C*** 
B>C*** 

50 3.73 0.33 
34 3.17 0.77 

課程教學 
特教教師 
行政支援 
教務行政 

309 3.21 0.44 
14.36*** 

A>C*** 
B>C*** 

50 3.24 0.36 
34 2.80 0.43 

整體 
特教教師 
行政支援 
教務行政 

309 3.48 0.39 
10.57*** 

A>C*** 
B>C*** 

50 3.58 0.35 
34 3.17 0.67 

註：代號 A 為特教教師、代號 B 為行政支援、代號 C 為教務行政、***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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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研習時數對課綱之認知現況差異分析 

由表 2-4 可知參與課綱相關研習時數不同之前導人員，在各層面皆達顯著差異，且參與

研習時數 19 小時以上對於行政組織、設備資源及整體的課綱認知，皆顯著高於 6 小時以下與

7-12 小時；參與研習時數 19 小時以上對於課程教學層面，顯著高於 6 小時以下、7-12 小時、

13-18 小時；參與研習時數 19 小時以上對於研習宣導層面，顯著高於 7-12 小時。顯示接受較

多課綱研習的人員，對於課綱認知有顯著的提升。 

 

表 2-2 不同研習時數對課綱之認知現況分析顯著摘要表 

層面 類別 
變異數分析摘要 

N M SD F 事後比較 

行政組織 

6 小時以下 

7-12 小時 

13-18 小時 

19 小時以上 

36 3.22 0.64 

23.98*** 
D>A*** 

D>B*** 

57 3.29 0.54 

40 3.49 0.38 

260 3.67 0.33 

課程教學 

6 小時以下 

7-12 小時 

13-18 小時 

19 小時以上 

36 2.90 0.40 

29.06*** 

D>A*** 

D>B*** 

D>C*** 

57 2.92 0.32 

40 2.91 0.24 

260 3.31 0.43 

設備資源 

6 小時以下 

7-12 小時 

13-18 小時 

19 小時以上 

36 3.02 0.91 

12.05*** 
D>A*** 

D>B*** 

57 3.19 0.82 

40 3.37 0.65 

260 3.58 0.56 

研習宣導 

6 小時以下 

7-12 小時 

13-18 小時 

19 小時以上 

36 3.54 0.68 

6.22*** D>B** 
57 3.50 0.58 

40 3.69 0.48 

260 3.76 0.40 

整體 

6 小時以下 

7-12 小時 

13-18 小時 

19 小時以上 

36 3.17 0.59 

21.71*** 
D>A*** 

D>B*** 

57 3.22 0.51 

40 3.36 0.38 

260 3.58 0.34 

註：代號 A 為 6 小時以下、代號 B 為 7-12 小時、代號 C 為 13-18 小時、代號 D 為 19 小

時以上、** p<.006，***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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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述資料，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各個層面均會因前導人員背景變項的不同而有認知現況

得分上的差異。 

行政組織層面，前導學校特教教師及縣市行政支援團隊成員均高於學校教務承辦人員；

較多參與課綱研習時數的人員高於較低參與課綱研習時數的人員。 

課程教學層面，前導學校特教教師及縣市行政支援團隊成員均高於學校教務承辦人員；

中區前導人員高於北區前導人員。 

設備資源層面，巡迴輔導班教師高於不分類資源班教師；較多參與課綱研習時數的人員

高於較低參與課綱研習時數的人員。 

研習宣導層面，巡迴輔導班教師高於不分類資源班教師以及集中式特教班教師；較多參

與課綱研習時數的人員高於較低參與課綱研習時數的人員。 

 

三、前導人員對於課綱的實施現況 

（一） 行政組織層面實施現況分析 

如表 4-3-1 所示，此層面各項題目中，有 10 題得分表現皆落在「大部分實施」至「幾乎

實施」之間，得分低於 3 分的題目有 2 題。顯示特教教師與普教教師的協同教學仍不普遍，

另在課程計畫實際的規劃亦仍有部分學校未能以統整方式送府備查。 

表 3-1 行政組織層面實施現況分析摘要表 

題目 M SD 

1. 十二年國教課綱之實施，除混齡式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外，其餘班級可自一年級開始逐年實施。 
3.32  0.98  

2. 學校「彈性學習課程」包含特殊生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在內。 
3.52  0.75  

3. 可依身障學生之需求，彈性調整「領域學習課程」之上

課節數。 
3.30  0.88  

4. 規劃領域學習節數時，可依學生需求，實施特教教師與

普教教師協同教學。 
2.86  1.09  

5.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適用於各類特殊教育班級之學生。 3.52  0.69  

6.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包括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之教師 

（特教教師）。 
3.67  0.64  

7. 學校各類特殊教育班所自編之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

用的自編教材，須經由學校課發會審查。 
3.21  1.01  

8. 特殊教育班的課程規劃，需經由特推會審議通過，並經 3.63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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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校課發會通過後實施。 

9. 身障學生之各項特殊需求服務，需經彙整後送至特推會

審議。 
3.70  0.59  

10. 學校身障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為課程擬定的依據，

且 IEP 在學期中仍可調整修正。 
3.62  0.65  

11. 接受巡迴輔導服務的身障學生，其課程規劃的審議單

位為學生所屬之學校。 
3.18  0.98  

12. 特殊教育及普通教育之課程計畫，應依各縣市期程「分

別」送府備查。 
2.30  1.22  

行政組織層面 3.32 0.48 

***p<.001 

 

（二） 課程教學層面實施現況分析 

如表 3-2 所示，此層面有 8 題得分表現皆落在「大部分實施」至「幾乎實施」之間，得

分低於 3 分的題目有 4 題。顯示教師在分組排課的實務上，仍多以整體的身障程度安排，以

及許多教師仍習慣將課程調整手冊作為設計課程的依據，另在素養導向的課程實施，目前因

知能不充足，而有實務上的不熟悉。 

 

表 3-2 課程教學層面實施現況分析摘要表 

題目 M SD 

1. 實施身障學生的課程時，非語文、數學之領域課程也得

以調整。 
3.29  0.90  

2. 在教學活動設計中安排普通生與特殊教育學生交流的

機會。 
3.21  0.89  

3. 學校身障學生之各領域課程調整，以該學生之「身心障

礙程度」為分組及排課的依據。 
2.21  1.05  

4. 在規劃各領域課程時，可調整該領域學習內容及學習表

現，惟須依循學生「生理年齡」之學習階段。 
3.34  0.77  

5. 學習策略課程除獨立排課實施，亦可融入在領域學習課

程中進行。 
3.50  0.81  

6.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之學生，其課程必須遵循《學習功能

嚴重缺損學生的課程調整手冊》安排之。 
2.43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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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教教師在規劃領域課程之學習重點時，應參考普通教

育該領域之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作為課程教學調整

之參考依據。 

3.50  0.76  

8. 對於身障學生的領域課程規劃，宜以全部抽離或外加的

方式實施。 
3.31  0.89  

9. 特殊教育課程應依據「特定領域科目」的學習功能缺損

情形規劃。 
3.27  0.87  

10. 核心素養的課程設計，應提供學生在真實情境下脈絡

化的學習。 
3.26  0.83  

11. 在設計「素養導向的課程」時，學習目標的撰寫，應

細分為認知、情意、技能，個別訂定之。 
2.47  1.09  

12. 每一位學生都要有一份課程計畫。 2.79  1.16  

課程教學層面 3.05 0.45 

*p<.05，**p<.01，***p<.001 

 

（三） 設備資源層面實施現況分析 

如表 3-3 所示，此層面各項題目中，實施現況表現得分在「大部分實施」至「幾乎實施」

程度的僅有 1 題。得分低於 3 分的題目有 3 題。顯示大部分教師認為，學校對於教材研發等

工作應給予獎勵雖有認知，實施面卻尚未能足夠，且教材研發亦不夠多元。 

 

表 3-3 設備資源層面實施現況分析摘要表 

題目 M SD 

1. 學校特殊教育教師若在課程設計、教材研發等工作有

需求，可得到相關協助。 
2.85  0.92  

2. 學校特殊教育教師若在課程設計、教材研發等工作有

具體成效，可得到相關獎勵。 
2.69  1.03  

3. 教材研發可包含教科書、數位教材、診斷工具等。 2.99  0.97  

4. 前導學校之教材示例，僅供全國各校編擬教材之參

考。 
3.15  1.01  

設備資源層面 2.92 0.73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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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習宣導層面實施現況分析 

如表 3-4 所示，此層面各題均屬「大部分瞭解」至「非常瞭解」間。得分低於 3 分的題

目僅 1 題。顯示提供特教班級學生家長的相關知能尚缺，待中央及各縣市講師培育完整後，

學校應多加辦理。 

 

表 3-4 研習宣導層面實施現況分析摘要表 

題目 M SD 

1. 學校須配合辦理前導學校運作試行成果分享與教材

發表。 
3.37 0.79 

2. 辦理相關會議、講座及研習，提供特殊教育班學生之

家長了解課綱內涵。 
2.81 1.00 

3. 校長及教師，「每學年」皆須公開授課一次。 3.39 0.83 

4. 學校可利用教學研究會及專業學習社群，協助教師了

解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3.33 0.84 

5. 學校辦理各領域之核心素養導向教學研習時，其對象

應包含特殊教育班教師。 
3.35 0.88 

研習宣導層面 3.25 0.63 

***p<.001 

 

（五） 課綱認知及實施現況整體相關情形 

由表 3-5 可知，行政組織與課程教學層面，其認知與實施現況的得分屬高度正相關；設

備資源與研習宣導層面，其認知與實施現況的得分屬中度正相關；整體對課綱認知與實施現

況得分屬高度正相關。 

 

表 3-5 課綱認知及實施現況相關分析摘要表 

***p<.001 

層面 r p 

行政組織 0.79*** <.001 

課程教學 0.87*** <.001 

設備資源 0.68*** <.001 

研習宣導 0.63*** <.001 

整體 0.7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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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背景變項前導人員對課綱實施現況差異分析 

參與 100 課綱試辦與否、學校普教前導學校與否對課綱之實施現況，經分析後在各層面

皆未達顯著差異。 

（一） 不同服務階段對課綱之實施現況差異分析 

由表 4-1 可不同服務階段的前導人員在研習宣導及整體實施層面皆達顯著差異，其餘層

面皆未達顯著差異。顯示國中階段在課綱實施的程度，尤其在研習宣導的參與率高於國小階

段教師。 

表 4-1 不同服務階段對課綱之實施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 類別 N M SD t 

研習宣導 
國小 

國中 

154 3.39 0.58 
3.80*** 

189 3.14 0.63 

整體 
國小 

國中 

154 3.20 0.45 
2.87** 

189 3.06 0.47 

** p<.006，***p<.001 

 

（二） 不同職務擔任對課綱之實施現況差異分析 

由表 4-2 可知擔任不同職務的前導人員在行政組織及課程教學層面的實施皆達顯著差

異，且前導學校特教教師及縣市政府行政支援團隊皆顯著高於前導學校教務行政承辦，而其

餘層面皆未達顯著差異。顯示學校教務行政人員受認知表現影響，尤其在行政組織及課程教

學的實施上，教落於特教教師及行政支援團隊人員之後。 

表 4-2 不同職務擔任對課綱之實施現況分析顯著摘要表 

層面 類別 
變異數分析摘要 

N M SD F 事後比較 

行政組織 

特教教師 

行政支援 

教務行政 

309 3.33 0.46 

7.66*** 
A>C** 

B>C*** 
50 3.44 0.43 

34 3.04 0.61 

課程教學 

特教教師 

行政支援 

教務行政 

309 3.08 0.46 

10.80*** 
A>C*** 

B>C*** 
50 3.07 0.39 

34 2.71 0.24 

註：代號 A 為特教教師、代號 B 為行政支援、代號 C 為教務行政、** p<.006，***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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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學校規模對課綱之實施現況差異分析 

由表 4-3 可知服務於不同學校規模之前導人員在行政組織、設備資源及整體層面達顯著差

異，且設備資源及整體層面，規模 13-24 班、25-48 班及 49 班以上的學校，皆明顯高於規模 12

班以下的學校。其餘層面皆未達顯著差異。顯示規模較小的學校，在實施課綱上較不容易達成。 

 

表 4-3 不同學校規模對課綱之實施現況分析顯著摘要表 

層面 類別 
變異數分析摘要 

N M SD F 事後比較 

行政組織 

12 班以下 

13-24 班 

25-48 班 

49 班以上 

16 2.99 0.54 

4.38** 無 
70 3.37 0.45 

159 3.25 0.52 

98 3.39 0.40 

設備資源 

12 班以下 

13-24 班 

25-48 班 

49 班以上 

16 2.11 0.70 

7.55*** 

B>A** 

C>A*** 

D>A*** 

70 2.86 0.71 

159 2.90 0.72 

98 3.02 0.69 

整體 

12 班以下 

13-24 班 

25-48 班 

49 班以上 

16 2.68 0.47 

6.34*** 

B>A** 

C>A** 

D>A*** 

70 3.14 0.38 

159 3.11 0.49 

98 3.21 0.43 

註：代號 A 為 12 班以下、代號 B 為 13-24 班、代號 C 為 25-48 班、代號 D 為 49 班以上、

** p<.006，***p<.001 

 

（五） 不同研習時數對課綱之實施現況差異分析 

由表 4-5 可知參與課綱相關研習時數不同之前導人員，在行政組織、課程教學以及對課

綱的整體實施皆達到顯著差異，且參與研習時數 19 小時以上對於行政組織層面的課綱實施，

皆顯著高於 6 小時以下與 7-12 小時；參與研習時數 19 小時以上對於課程教學層面，顯著高

於其餘時數；參與研習時數 13-18 小時以上對於行政組織層面，顯著高於 7-12 小時。顯示對

於課綱研習較高參與的人員，其在課綱實施層面容易有較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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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不同研習時數對課綱之實施現況分析顯著摘要表 

層面 類別 
變異數分析摘要 

N M SD F 事後比較 

行政組織 

6 小時以下 

7-12 小時 

13-18 小時 

19 小時以上 

36 3.06 0.56 

16.46*** 

D>A*** 

D>B*** 

C>B*** 

57 3.02 0.45 

40 3.40 0.41 

260 3.41 0.44 

 

課程教學 

 

6 小時以下 

7-12 小時 

13-18 小時 

19 小時以上 

 

36 

 

2.82 

 

0.39 
 

18.10*** 

 

D>A*** 

D>B*** 

D>C** 

57 2.79 0.26 

40 2.89 0.27 

260 3.16 0.47 

註：代號 A 為 6 小時以下、代號 B 為 7-12 小時、代號 C 為 13-18 小時、代號 D 為 19 小

時以上、** p<.006，***p<.001 

 

綜合上述統計資料，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各個層面均會因前導人員背景變項的不同，而有

實施現況表現得分上的差異。 

在行政組織層面，前導學校特教教師及縣市行政支援團隊成員均高於學校教務承辦人

員；較多參與課綱研習時數的人員高於較低參與課綱研習時數的人員。 

在課程教學層面，較多參與課綱研習時數的人員高於較低參與課綱研習時數的人員；前

導學校特教教師及縣市行政支援團隊成員均高於學校教務承辦人員。 

在設備資源層面，巡迴輔導班教師高於集中式特教班教師；大型、中型以上學校規模的

教師均高於小型學校規模的教師。 

在研習宣導層面，國小階段教師高於國中階段教師；巡迴輔導班教師高於不分類資源班

教師以及集中式特教班教師。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前導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整體認知現況屬「大部分瞭解」程度。 

（二） 前導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認知現況不因「服務階段」、「100 課綱試辦」、「普

教前導學校」、「學校規模」等背景因素而有差異，但會因「擔任職務」、「研習時

數」等背景因素存有明顯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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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導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整體實施現況屬「大部分實施」程度。 

（四） 前導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實施現況不因「100 課綱試辦」、「普教前導學校」、

等背景因素而有差異，但會因「服務階段」、「擔任職務」、「研習時數」、「學校

規模」、「研習時數」等背景因素存有明顯差異。 

（五） 前導人員在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認知與實施現況皆達高度正相關。 

 

二、建議 

（一）對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1.行政組織 

針對教務行政人員辦理工作說明會。課綱認知與實施上，學校對於課程計畫的送審規定

尚未完全理解與實踐，協同教學的規劃實施程度也仍較低，加上教務行政對於行政組織的課

綱內涵，目前明顯低於縣市行政支援團隊人員，縣市承辦若能規劃工作說明會，能促進學校

全校性的課綱推動。研究亦顯示研習時數的增加有助於課綱認知與實踐的提升。 

2.課程教學 

提供特教教師教材及課程研發的支援。課程教學的認知與實施程度中，部分內涵顯示較

多人原存在迷思，縣市層級可利用輔導團、專家學者的協助，釐清學校推動課綱的困難，例

如特殊學生分組與排課的歷程、課程計畫產出的歷程。 

另研究亦顯示整體在課程設計與調整，仍有許多知能需補足，主管機關可積極辦理全國

或全市性核心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及課程調整實務的相關研習，建置人力資料庫等。 

3.設備資源 

鼓勵教師發展課程與教材研發。主管機關可針對十二年國教課綱內涵，辦理課程設計、

教材教具的甄選，並提供積極參與的學校與教師獎勵，藉此機會彙整優良作品，作為推廣課

綱的示例。 

 

（二）對特教教師之建議 

積極參與十二年國教課綱相關研習。前導計畫結束後仍持續辦理運作的分享，以及行政

規劃、課程設計、環境準備等研習。本次課程改革無論在 IEP、課程計畫、分組排課、課程

調整上都有許多明確規定，教師需藉多次的知能提升，不斷釐清自己的困惑。另特教教師除

了參與特教規劃的研習外，也應主動參與一般領域課程研習，提升學科能力以因應課程改革。 

參與學校社群運作。在課綱推動後特教教師將會有更多的機會與普通班教師聯繫，不管

在課程設計、學生生活等面向，都需要建立溝通與共學的管道，老師除特教社群，也可再選

擇參與其他社群，共同面對課綱改革的挑戰。 

 

臺灣特殊教育發展暨未來展望

54



參考文獻 

王昶盛（2015）。桃園市國中特殊教育教師對特殊教育新課綱實施現況及困境之調查研究（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東大學，臺東縣。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臺北：教育部。 

教育部（2017）。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身心障礙學生前導校實施計畫。臺北：教

育部。 

教育部（2017）。十二年國民基本特殊類型教育（特殊教育、藝術才能班) 課程實施規範（草

案)。臺北：教育部。 

盧台華、黃彥融、洪瑞成（2016）。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特色及其在特殊教育之應

用建議。特殊教育季刊，139，1-6。 

Andrews, A., & Clementson, J. J. (1997). Active learning’s effect upon preservice teachers’ attitude 

toward inclusion.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410 217)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of 2004, HB 1350. 

Kirk, S. A., Gallagher, J. J., & Anastasiow, N. T. (2003). Educating exceptional children (10th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Newcomer, K. E., & Wirtz, P. W. (2004). Using statistics in evaluation, Handbook of Practical 

Program Evaluation (pp. 439-476),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9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55


	（七修）
	壹、 緒論
	貳、文獻探討
	参、研究方法
	肆、研究結果
	伍、討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六修）
	壹、前言
	貳、融合教育的意義、發展與績效
	参、研究方法與融合教育指標
	肆、六都融合教育力之比較分析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陸、研究建議與限制
	參考文獻

	（七修）
	壹、緒論
	貳、研究方法
	參、研究結果
	伍、結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七修）
	壹、緒論
	貳、文獻探討
	参、研究方法
	肆、結果與討論
	伍、結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六修）
	表1　個案基本資料
	表2　除法題型
	表3　各單元規劃
	表4 　三位個案各階段得分率原始資料
	表5 　個案除法計算題及文字解題之成效目視分析
	表6　個案一計算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表7　個案一文字題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表8　個案二計算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表9　個案二文字題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表10　個案三計算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表11　個案三文字題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七修）
	壹、緒論
	貳、文獻探討
	參、研究方法
	肆、結果與討論
	伍、結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七修）
	ㄧ、研究架構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流程與期程
	ㄧ、身體感知課程運用於特殊孩童之課程設計
	（一）「身體」學習
	身體學習最重要的是「動」，跟目前體制內的體育最大的不同為，身體教育的學習除了體能上的增加，有兩大元素，一為認識自己的身體，二為身體記憶，龔卓軍曾在《身體部署》（2006）一書當中提及：
	「身體感」可能形成某種身體感知運動習慣，但它也可能成為某種創發運作狀態或調整身體習慣的依據。我們學習品茶、學習游泳、學習禪坐都需要經歷一段新的身體習慣的建立過程，但這些學習都不能單單依賴概念思考成立，而終須展現為某種身體感知的記憶，這種操作或感知技術的成立依據何在？就此而言，「身體感」必然涉及某種對於各種「身體感」的比對與判斷能力，或是對於當下「身體感」的直觀綜合能力，一種不等於概念思考的「身體感的身體感」或「身體感的運作意向性」。（龔卓軍，2006，70-71）。
	（二）引導式教學
	（三）創意延伸
	二、特殊孩童進入課程後人際關係之轉變
	（一）特殊孩童生活經驗與遊戲相互連結之轉變
	透過遊戲體驗，孩童可以統整自身的體驗，從身體行動中表達自我感受，在遊戲中打破過往的慣性，連結生活與經驗，學習與課程活動中的衝突，接受新的指令，發現自我的自信。
	Winnicott（1970）曾提到遊戲本身就是個治療，總是好的。想辦法讓孩童可以遊戲，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個心理治療；這個治療的應用立即而普遍，包括對玩遊戲建立一個正面社會態度。Janet Moyles博士（1989）提起：
	特殊需求（special needs）的專有名詞遠遠包含多於目前所存在的智力與肢體殘障需求外更大範圍。深入探討思考孩童的個別需求，必須要注意到他們的問題與困難是什麼，但是其本質核心是我們不能將孩子「貼標籤」（label）。處理孩童的個別需求不同需求，教室與遊戲兩者的一個主要功能就在於社會化，自然而然的這些會很有效的同時發生。教師必須要能夠運用每位孩童的遊戲興趣，幫助他們建立更多自我的概念，嘗試從事新活動的信心，進而能夠促進各別的學習。
	有認知困難的孩童，通常較常出現探險性的行為，而不是真時的遊戲行為。這些孩童準備要用技能去玩自發性遊戲之前，他們往往需要更多機會，去學習、練習某種特定的遊戲技能。研究者認為，唐氏症有與一般孩童相同的思維，透過觀察衍伸出自我的想法，運用現有的經驗嘗試去挑戰，在生活中也能演化出另一種存在本能。
	三、與他人互動
	（ㄧ）積極與主動
	（二）透過遊戲，特殊孩童與他人互動之關係
	一、 唐氏症孩童的身體感知
	研究者在課程初期時發現對於身體的連結度非常低，對於指令上的轉換到身體的動作執行上較有困難，研究者課程引導當中，使用遊戲的方式進行，讓孩童以玩的方式進行，增加身體運用的熟悉度。
	而觀察者的回饋會著重發現孩童體力上的差異變化，而給予建議，但也能夠研究者提供的問題當中發現孩童的參與度卻是高的，雖然偶爾會有因為情緒關係而不進行活動，但大部分的活動，孩童是非常樂意嘗試。
	而身體上的轉變，則是因為引導以及練習的關係，逐漸打開身體的感受力，進而將指令轉換為肢體的動作，並且能夠想像自己在接收引導當下，變換身體力量的質地上，產生出的不同感受，研究者以創造想像力的故事引導方式進行課程，正是試圖讓孩童能夠意會到自己的身體與空間上的關係，雖然與一般孩童建立需要花較長的時間。因孩童有重複練習的機會，嘗試發展動作上的可能性，在正式課程的後半期以及暑期課程，特殊孩童在基本的指令上也能夠理解，並且對應身體需要運作的部位，透過身體感知，孩童在未來並能夠了解自己的身體，也能從中逐漸學習身體...
	二、 唐氏症孩童人際關係的轉變
	研究者在藝術統合課程尚未進行時，觀察體制內的特殊教育的現行狀況，發現唐氏症孩童對於制式的指令無法快速地理解，故需要以同樣的行為模式練習多次，而在過程當中，限制孩童對於想像及創意的開發，研究者在實施課程當中讓孩童在接收指令時能夠在以玩的方式瞭解，孩童便能夠在過程當中，不會因為學習指令，而喪失與世界互動的機會。
	觀察者在暑期課程當中的加入，也因為唐氏症孩童有正式課程的學習，更能快速的與觀察者共同完成課程當中的挑戰，與一般孩童的並無太大差異，而人際互動上的最重要的溝通，因為孩童對於指令的學習，不再只是固定模式，也能逐漸打開孩童的創意，進而影響與人之間的關係與溝通，而觀察者的回饋當中發現，孩童對於參與的觀察者，能夠主動的邀約，並且對於課程當中的感受也較能表達，而這樣的過程當中，觀察者與特殊孩童之間產生出較多的互動機會。
	三、 藝術統合課程進入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旨在給予特殊孩童未來在社會當中能夠有獨立發展為目標，對於社會普遍價值容易框架孩童自我的想像與可能，而藝術的本質，本為個人的想像延伸至創意，而唐氏症孩童對於學習雖然緩慢，但透過引導與練習，孩童自身的創意也能夠被開啟，因此藝術統合課程除了針對一般孩童，對於唐氏症孩童也能夠達到相同的效果，特殊教育滿足了生存之需求，對於特殊孩童也必須能夠讓孩童有創意的練習，對於孩童未來面對社會多變的樣貌，也因為擁有創意的開發，更能夠獨立的面對。
	藝術統合課程與體制內的特殊教育最大的差異則是透過引導的方式讓孩童擁有自我的創意與想像，而特殊教育因為需要讓孩童不斷練習的目標，而減少孩童自我發展的機會，引導式的教學方式是能夠進入並且改變特殊教育的教學模式的機會。
	四、建議
	（一）特殊教育對於藝術統合課程的觀念轉換
	藝術統合課程著重於個人內在的啟發，而每個人的內在表現出來的樣貌都不相同，故沒有標準的答案，而透過這樣的引導，老師在過程當中能夠發現孩童的狀況，並且給予鼓勵，幫助孩童有更多不同的思考方式，然而特殊教育，因需要顧及孩童未來的發展，在課程當中有許多要達到的標準要求，在這樣的設定當中，也較容易有制式的方式教導，而在觀念上的轉換，需要思考的是了解孩童的內在，並非外在的表現。
	（二）學校與家庭間的連結
	除了學校的教育，家庭的延伸對於孩童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孩童最開始開啟人際關係的對象就是家庭的成員，故對於孩童影響非常大，特殊孩童的基本生存需求都是由家庭成員所提供，然而對於基本需求外，家庭在提供特殊孩童更多不同的刺激也會有很明顯的成效，但需要仰賴家庭對於特殊孩童的教育能夠積極的參與，研究者在寒假課程當中發現到家長對於藝術統合課程的概念並不清楚，參與感較薄弱，最後則無法真正走進孩童的實際生活當中，故需要透過長時間的溝通與培養，才能將課程目標延伸至家庭教育，唯有透過家庭的參與，藝術統合課程才能真正...
	五、未來之期許

	（七修）
	ㄧ、研究架構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流程與期程
	ㄧ、身體感知課程運用於特殊孩童之課程設計
	（一）「身體」學習
	身體學習最重要的是「動」，跟目前體制內的體育最大的不同為，身體教育的學習除了體能上的增加，有兩大元素，一為認識自己的身體，二為身體記憶，龔卓軍曾在《身體部署》（2006）一書當中提及：
	「身體感」可能形成某種身體感知運動習慣，但它也可能成為某種創發運作狀態或調整身體習慣的依據。我們學習品茶、學習游泳、學習禪坐都需要經歷一段新的身體習慣的建立過程，但這些學習都不能單單依賴概念思考成立，而終須展現為某種身體感知的記憶，這種操作或感知技術的成立依據何在？就此而言，「身體感」必然涉及某種對於各種「身體感」的比對與判斷能力，或是對於當下「身體感」的直觀綜合能力，一種不等於概念思考的「身體感的身體感」或「身體感的運作意向性」。（龔卓軍，2006，70-71）。
	（二）引導式教學
	（三）創意延伸
	二、特殊孩童進入課程後人際關係之轉變
	（一）特殊孩童生活經驗與遊戲相互連結之轉變
	透過遊戲體驗，孩童可以統整自身的體驗，從身體行動中表達自我感受，在遊戲中打破過往的慣性，連結生活與經驗，學習與課程活動中的衝突，接受新的指令，發現自我的自信。
	Winnicott（1970）曾提到遊戲本身就是個治療，總是好的。想辦法讓孩童可以遊戲，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個心理治療；這個治療的應用立即而普遍，包括對玩遊戲建立一個正面社會態度。Janet Moyles博士（1989）提起：
	特殊需求（special needs）的專有名詞遠遠包含多於目前所存在的智力與肢體殘障需求外更大範圍。深入探討思考孩童的個別需求，必須要注意到他們的問題與困難是什麼，但是其本質核心是我們不能將孩子「貼標籤」（label）。處理孩童的個別需求不同需求，教室與遊戲兩者的一個主要功能就在於社會化，自然而然的這些會很有效的同時發生。教師必須要能夠運用每位孩童的遊戲興趣，幫助他們建立更多自我的概念，嘗試從事新活動的信心，進而能夠促進各別的學習。
	有認知困難的孩童，通常較常出現探險性的行為，而不是真時的遊戲行為。這些孩童準備要用技能去玩自發性遊戲之前，他們往往需要更多機會，去學習、練習某種特定的遊戲技能。研究者認為，唐氏症有與一般孩童相同的思維，透過觀察衍伸出自我的想法，運用現有的經驗嘗試去挑戰，在生活中也能演化出另一種存在本能。
	三、與他人互動
	（ㄧ）積極與主動
	（二）透過遊戲，特殊孩童與他人互動之關係
	一、 唐氏症孩童的身體感知
	研究者在課程初期時發現對於身體的連結度非常低，對於指令上的轉換到身體的動作執行上較有困難，研究者課程引導當中，使用遊戲的方式進行，讓孩童以玩的方式進行，增加身體運用的熟悉度。
	而觀察者的回饋會著重發現孩童體力上的差異變化，而給予建議，但也能夠研究者提供的問題當中發現孩童的參與度卻是高的，雖然偶爾會有因為情緒關係而不進行活動，但大部分的活動，孩童是非常樂意嘗試。
	而身體上的轉變，則是因為引導以及練習的關係，逐漸打開身體的感受力，進而將指令轉換為肢體的動作，並且能夠想像自己在接收引導當下，變換身體力量的質地上，產生出的不同感受，研究者以創造想像力的故事引導方式進行課程，正是試圖讓孩童能夠意會到自己的身體與空間上的關係，雖然與一般孩童建立需要花較長的時間。因孩童有重複練習的機會，嘗試發展動作上的可能性，在正式課程的後半期以及暑期課程，特殊孩童在基本的指令上也能夠理解，並且對應身體需要運作的部位，透過身體感知，孩童在未來並能夠了解自己的身體，也能從中逐漸學習身體...
	二、 唐氏症孩童人際關係的轉變
	研究者在藝術統合課程尚未進行時，觀察體制內的特殊教育的現行狀況，發現唐氏症孩童對於制式的指令無法快速地理解，故需要以同樣的行為模式練習多次，而在過程當中，限制孩童對於想像及創意的開發，研究者在實施課程當中讓孩童在接收指令時能夠在以玩的方式瞭解，孩童便能夠在過程當中，不會因為學習指令，而喪失與世界互動的機會。
	觀察者在暑期課程當中的加入，也因為唐氏症孩童有正式課程的學習，更能快速的與觀察者共同完成課程當中的挑戰，與一般孩童的並無太大差異，而人際互動上的最重要的溝通，因為孩童對於指令的學習，不再只是固定模式，也能逐漸打開孩童的創意，進而影響與人之間的關係與溝通，而觀察者的回饋當中發現，孩童對於參與的觀察者，能夠主動的邀約，並且對於課程當中的感受也較能表達，而這樣的過程當中，觀察者與特殊孩童之間產生出較多的互動機會。
	三、 藝術統合課程進入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旨在給予特殊孩童未來在社會當中能夠有獨立發展為目標，對於社會普遍價值容易框架孩童自我的想像與可能，而藝術的本質，本為個人的想像延伸至創意，而唐氏症孩童對於學習雖然緩慢，但透過引導與練習，孩童自身的創意也能夠被開啟，因此藝術統合課程除了針對一般孩童，對於唐氏症孩童也能夠達到相同的效果，特殊教育滿足了生存之需求，對於特殊孩童也必須能夠讓孩童有創意的練習，對於孩童未來面對社會多變的樣貌，也因為擁有創意的開發，更能夠獨立的面對。
	藝術統合課程與體制內的特殊教育最大的差異則是透過引導的方式讓孩童擁有自我的創意與想像，而特殊教育因為需要讓孩童不斷練習的目標，而減少孩童自我發展的機會，引導式的教學方式是能夠進入並且改變特殊教育的教學模式的機會。
	四、建議
	（一）特殊教育對於藝術統合課程的觀念轉換
	藝術統合課程著重於個人內在的啟發，而每個人的內在表現出來的樣貌都不相同，故沒有標準的答案，而透過這樣的引導，老師在過程當中能夠發現孩童的狀況，並且給予鼓勵，幫助孩童有更多不同的思考方式，然而特殊教育，因需要顧及孩童未來的發展，在課程當中有許多要達到的標準要求，在這樣的設定當中，也較容易有制式的方式教導，而在觀念上的轉換，需要思考的是了解孩童的內在，並非外在的表現。
	（二）學校與家庭間的連結
	除了學校的教育，家庭的延伸對於孩童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孩童最開始開啟人際關係的對象就是家庭的成員，故對於孩童影響非常大，特殊孩童的基本生存需求都是由家庭成員所提供，然而對於基本需求外，家庭在提供特殊孩童更多不同的刺激也會有很明顯的成效，但需要仰賴家庭對於特殊孩童的教育能夠積極的參與，研究者在寒假課程當中發現到家長對於藝術統合課程的概念並不清楚，參與感較薄弱，最後則無法真正走進孩童的實際生活當中，故需要透過長時間的溝通與培養，才能將課程目標延伸至家庭教育，唯有透過家庭的參與，藝術統合課程才能真正...
	五、未來之期許

	（七修）
	壹、緒論
	貳、文獻探討
	參、研究方法
	肆、結果與討論
	伍、結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序
	（四修）
	壹、 緒論
	貳、文獻探討
	参、研究方法
	肆、研究結果
	伍、討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四修）
	壹、前言
	貳、融合教育的意義、發展與績效
	参、研究方法與融合教育指標
	肆、六都融合教育力之比較分析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陸、研究建議與限制
	參考文獻

	（四修）
	壹、緒論
	貳、研究方法
	參、研究結果
	伍、結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四修）
	壹、緒論
	貳、文獻探討
	参、研究方法
	肆、結果與討論
	伍、結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四修）
	表1　個案基本資料
	表2　除法題型
	表3　各單元規劃
	表4 　三位個案各階段得分率原始資料
	表5 　個案除法計算題及文字解題之成效目視分析
	表6　個案一計算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表7　個案一文字題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表8　個案二計算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表9　個案二文字題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表10　個案三計算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表11　個案三文字題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四修）
	壹、緒論
	貳、文獻探討
	參、研究方法
	肆、結果與討論
	伍、結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四修）
	ㄧ、研究架構
	二、  研究方法
	三、 研究流程與期程
	ㄧ、身體感知課程運用於特殊孩童之課程設計
	（一）「身體」學習
	身體學習最重要的是「動」，跟目前體制內的體育最大的不同為，身體教育的學習除了體能上的增加，有兩大元素，一為認識自己的身體，二為身體記憶，龔卓軍曾在《身體部署》（2006）一書當中提及：
	「身體感」可能形成某種身體感知運動習慣，但它也可能成為某種創發運作狀態或調整身體習慣的依據。我們學習品茶、學習游泳、學習禪坐都需要經歷一段新的身體習慣的建立過程，但這些學習都不能單單依賴概念思考成立，而終須展現為某種身體感知的記憶，這種操作或感知技術的成立依據何在？就此而言，「身體感」必然涉及某種對於各種「身體感」的比對與判斷能力，或是對於當下「身體感」的直觀綜合能力，一種不等於概念思考的「身體感的身體感」或「身體感的運作意向性」。（龔卓軍，2006，70-71）。
	（二）引導式教學
	（三）創意延伸
	二、特殊孩童進入課程後人際關係之轉變
	（一）特殊孩童生活經驗與遊戲相互連結之轉變
	透過遊戲體驗，孩童可以統整自身的體驗，從身體行動中表達自我感受，在遊戲中打破過往的慣性，連結生活與經驗，學習與課程活動中的衝突，接受新的指令，發現自我的自信。
	Winnicott（1970）曾提到遊戲本身就是個治療，總是好的。想辦法讓孩童可以遊戲，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個心理治療；這個治療的應用立即而普遍，包括對玩遊戲建立一個正面社會態度。。Janet Moyles博士（1989）提起：
	特殊需求（special needs）的專有名詞遠遠包含多於目前所存在的智力與肢體殘障需求外更大範圍。深入探討思考孩童的個別需求，必須要注意到他們的問題與困難是什麼，但是其本質核心是我們不能將孩子「貼標籤」（label）。處理孩童的個別需求不同需求，教室與遊戲兩者的一個主要功能就在於社會化，自然而然的這些會很有效的同時發生。教師必須要能夠運用每位孩童的遊戲興趣，幫助他們建立更多自我的概念，嘗試從事新活動的信心，進而能夠促進各別的學習。
	有認知困難的孩童，通常較常出現探險性的行為，而不是真時的遊戲行為。這些孩童準備要用技能去玩自發性遊戲之前，他們往往需要更多機會，去學習、練習某種特定的遊戲技能。研究者認為，唐氏症有與一般孩童相同的思維，透過觀察衍伸出自我的想法，運用現有的經驗嘗試去挑戰，在生活中也能演化出另一種存在本能。
	三、與他人互動
	（ㄧ）積極與主動
	（二）透過遊戲，特殊孩童與他人互動之關係
	一、 唐氏症孩童的身體感知
	研究者在課程初期時發現對於身體的連結度非常低，對於指令上的轉換到身體的動作執行上較有困難，研究者課程引導當中，使用遊戲的方式進行，讓孩童以玩的方式進行，增加身體運用的熟悉度。
	而觀察者的回饋會著重發現孩童體力上的差異變化，而給予建議，但也能夠研究者提供的問題當中發現孩童的參與度卻是高的，雖然偶爾會有因為情緒關係而不進行活動，但大部分的活動，孩童是非常樂意嘗試。
	而身體上的轉變，則是因為引導以及練習的關係，逐漸打開身體的感受力，進而將指令轉換為肢體的動作，並且能夠想像自己在接收引導當下，變換身體力量的質地上，產生出的不同感受，研究者以創造想像力的故事引導方式進行課程，正是試圖讓孩童能夠意會到自己的身體與空間上的關係，雖然與一般孩童建立需要花較長的時間。因孩童有重複練習的機會，嘗試發展動作上的可能性，在正式課程的後半期以及暑期課程，特殊孩童在基本的指令上也能夠理解，並且對應身體需要運作的部位，透過身體感知，孩童在未來並能夠了解自己的身體，也能從中逐漸學習身體...
	二、 唐氏症孩童人際關係的轉變
	研究者在藝術統合課程尚未進行時，觀察體制內的特殊教育的現行狀況，發現唐氏症孩童對於制式的指令無法快速地理解，故需要以同樣的行為模式練習多次，而在過程當中，限制孩童對於想像及創意的開發，研究者在實施課程當中讓孩童在接收指令時能夠在以玩的方式瞭解，孩童便能夠在過程當中，不會因為學習指令，而喪失與世界互動的機會。
	觀察者在暑期課程當中的加入，也因為唐氏症孩童有正式課程的學習，更能快速的與觀察者共同完成課程當中的挑戰，與一般孩童的並無太大差異，而人際互動上的最重要的溝通，因為孩童對於指令的學習，不再只是固定模式，也能逐漸打開孩童的創意，進而影響與人之間的關係與溝通，而觀察者的回饋當中發現，孩童對於參與的觀察者，能夠主動的邀約，並且對於課程當中的感受也較能表達，而這樣的過程當中，觀察者與特殊孩童之間產生出較多的互動機會。
	三、 藝術統合課程進入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旨在給予特殊孩童未來在社會當中能夠有獨立發展為目標，對於社會普遍價值容易框架孩童自我的想像與可能，而藝術的本質，本為個人的想像延伸至創意，而唐氏症孩童對於學習雖然緩慢，但透過引導與練習，孩童自身的創意也能夠被開啟，因此藝術統合課程除了針對一般孩童，對於唐氏症孩童也能夠達到相同的效果，特殊教育滿足了生存之需求，對於特殊孩童也必須能夠讓孩童有創意的練習，對於孩童未來面對社會多變的樣貌，也因為擁有創意的開發，更能夠獨立的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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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建議
	（ㄧ）特殊教育對於藝術統合課程的觀念轉換
	藝術統合課程著重於個人內在的啟發，而每個人的內在表現出來的樣貌都不相同，故沒有標準的答案，而透過這樣的引導，老師在過程當中能夠發現孩童的狀況，並且給予鼓勵，幫助孩童有更多不同的思考方式，然而特殊教育，因需要顧及孩童未來的發展，在課程當中有許多要達到的標準要求，在這樣的設定當中，也較容易有制式的方式教導，而在觀念上的轉換，需要思考的是了解孩童的內在，並非外在的表現。
	（二）學校與家庭間的連結
	除了學校的教育，家庭的延伸對於孩童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孩童最開始開啟人際關係的對象就是家庭的成員，故對於孩童影響非常大，特殊孩童的基本生存需求都是由家庭成員所提供，然而對於基本需求外，家庭在提供特殊孩童更多不同的刺激也會有很明顯的成效，但需要仰賴家庭對於特殊孩童的教育能夠積極的參與，研究者在寒假課程當中發現到家長對於藝術統合課程的概念並不清楚，參與感較薄弱，最後則無法真正走進孩童的實際生活當中，故需要透過長時間的溝通與培養，才能將課程目標延伸至家庭教育，唯有透過家庭的參與，藝術統合課程才能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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