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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ssociate Professor, The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study is focused on the application on a Learning Assistance with Dog on learning of 

English reading-aloud with one 4th grader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This action study consists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reading-aloud in three cycles. Through material of generalization and 
progressive interactive activities with the L.A.Dog, the researcher can investigate the student’s 
change. The student was always active and had the better effect of practicing than there’s no dog 
with him. With the closer interaction with the L.A.Dog, the student’s word numbers increased, 
recognition between the shapes and sounds of alphabets improved. The results as followed: 

1. The student’s average improvement of percentages of accuracy of reading-aloud was 
20.53% with the L.A. Dog interventions on fluency of English reading-aloud. 

2. The student’s greatest seconds of decrease in the same book was 250s and the average 
decrease was 225s in 2nd and 3rd cycle. 

3. The student had the best performance with the closer interaction with the L.A. Dogs in 
third cycle on multidimensional fluency scale, and the performances were nearly 100%. 

4. There were five positive influences for students of English underachievers with the L.A. 
Dog: relaxing and helping students build the confidence, increasing the willing to practice 
for students, developing the ability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increasing the ability to oral 
expression and enhanc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learning. 

5.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reflection were enriching the competence of reading-aloud 
in English, mastering the way and timing with L.A. Dogs and enhancing the sensitivity of 
self-awareness while teaching 

 
Keywords: Learning Assistance with Dogs, Learning Disabilities, Fluency of English 

Reading-A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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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輔助犬在學習障礙學生英文朗讀學習之行動研究 
 

林慈慧 1、王欣宜 2 

1臺中市吳厝國小 教師 
2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一名四年級學習障礙學生進行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學習輔助犬在學習障礙學生

英語朗讀學習之影響。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在三個循環的課程設計中結合多元的朗讀策略，

透過類化的教材與漸進式的犬隻互動活動探討學生在識字的改變情形。學生在每次學習輔助

犬介入時都能有積極的練習成效，越緊密的互動活動也讓唸讀的字數、對字母形與字母音的

辨識隨著定期的朗讀課程有明顯的進步與改善。研究結果如下： 

1. 學習輔助犬介入對學習障礙學生之朗讀表現中，學生的正確朗讀百分比平均進步

20.53%。 

2. 學習輔助犬介入對學習障礙學生之朗讀表現中，學生朗讀同一本小書在第二、三循

環最大進步秒數為縮短 250 秒，平均縮短 128 秒。 

3. 學習輔助犬介入對學習障礙學生之朗讀表現中，以第三循環與犬隻有越密切的表現

最佳，學生朗讀流暢度接近 100%。 

4. 學習輔助犬對學習障礙學生英語學習有以下五種正向改變：舒緩緊張並協助學生建

立自信、增加學生練習意願、培養學生合作能力、增進口語表達能力、提高學生學

習專注力。 

5. 教學者的專業成長與省思為：透過研究充實英語朗讀教學知能、掌握學習輔助犬介

入方式與時機的重要性、有助提高教學過程中自我覺察的敏感度。 

 

關鍵字：學習輔助犬、學習障礙學生、英語朗讀流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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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部在 102 學年實施的「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強調為特殊需求學生設計

課程時應考量普通教育課程、個人能力等因素，期望教師設計符合特殊需求學生之課程。臺

灣目前在推動融合教育的過程中，遭遇許多問題，如普通班教師專業知能之欠缺、校行政支

援的匱乏等（王欣宜、高宜芝，2005）。 

根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第十條所提，學習障礙學生有識字、閱讀理

解、書寫、數學運算等學習表現有顯著困難幾種類別（教育部，2013），而在融合班中的「學

習障礙學生」雖然可從資源班獲得相關資源，但學習科目多以國、數為主，除了補救教學外，

教師也較少提供關於英語學習的協助與合適的課程設計，鄭鼎耀及林儒（2004）提到若僅靠

教科書的單字、句型、簡單且制式化的內容對學生學習外語效果是有限的。 

朗讀不僅能做為評估閱讀能力的方法，也對認字有重要影響，而且如果能在朗讀後與學

生討論文本，有助於閱讀理解（Allington，1984；朱草菊，2009；胡永崇，2007）。而黃榮真

（2016）提到若能適時將學習輔助犬融入教學情境中，不僅能舒緩特殊需求學生緊張壓力，

還有增強其自信心的效益。國內較少以學習障礙學生學習英語之相關研究，故本研究將進一

步探討學習輔助犬對學習障礙學生之朗讀學習之應用。 

二、本研究目的有二： 

（一） 了解學習輔助犬介入對學習障礙學生之朗讀學習成效。 

（二） 教學者的專業成長與省思。 

貳、 文獻探討 

一、學習輔助犬計畫的發現 

整理 Shaw（2013）、祁偉廉、陳晴惠、蔡明珍、陳姿穎、黃玉枝（2017）透過學習輔助

犬與課程結合的發現如下： 

（一）原本在閱讀表現落後的學生，從閱讀能力第 6 級提高到第 12 級，犬隻對學生的啟發很

大。 

（二）學生在犬隻陪伴下對閱讀和重述故事的信心也大幅提高。 

（三）學生在輔助犬陪伴下願意嘗試困難的閱讀且覺得愉快。 

（四）輔助犬介入後，學生的情緒更平靜且對文本有更多理解。 

（五）能以更友善的語氣和其他班級的學生有更多討論。 

（六）學生相信輔助犬理解他在說什麼，也覺得自己的閱讀能力變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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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認讀力較弱的學生參與後有意願多讀幾段文章。 

（八）自閉症學生主動摟著犬隻，朗讀聲音也隨之自然與大聲。 

（九）拼音困難之學生認為有犬隻陪伴會給予他唸讀的勇氣與動機。 

 

二、學習輔助犬的功能 

綜合 Lori Friesen（2013）、Le Roux、Swartz 與 Swart （2014）、黃榮真（2016）及鍾儀

潔（2016）的研究，整理關於學習輔助犬對學生學習的功能如下： 

（一）提升學習者的自信 

（二）紓解學生學習的壓力 

（三）提供學生無條件接受及陪伴 

（四）學生在一對一互動下擁有獨立學習的空間 

（五）增加學生間溝通意願與挑戰的意願 

（六）使特殊學生情緒越趨穩定 

（七）促使特殊學生與同儕之間正向互動機會 

（八）促進特殊學生主動複習達到學習的目標 

（九）提供資優生從完美主義中解脫的空間 

（十）使自閉症集中注意力，減少外在環境對特殊學生的干擾 

 

三、朗讀的功能與教學法 

陳淑君（2012）指出，朗讀教學不僅可以增加口語表達的能力及認字能力的流暢表現，

亦有助於閱讀理解能力的提升，而 Chen（2009）更發現重複閱讀後，誤讀的次數會相對減少，

此外 Hsu（2017）提到朗讀能增加學生的英語能力和學習動機。 

教學者整理 Richards（2000）、Tierney 和 Readence（2000）、Rasinski 和 Hoffman（2003）

以及陳弘昌（2003）等學者提出的朗讀教學法，並篩選合適之教學法，本研究中使用的朗讀

教學法如下： 

 

表 1 三循環朗讀安排 

 教師朗讀教學活動 學生自主朗讀活動 

（輔助犬介入） 

第一循環 分享閱讀 

範讀（CD、教學者） 

輪流朗讀 

指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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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循環 分享閱讀 

範讀（CD、教學者） 

輪流朗讀 

回聲朗讀 

指名讀 

第三循環 分享閱讀 

範讀（CD、教學者） 

配對朗讀 

回聲朗讀 

配對朗讀 

高低音讀 

指名讀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讓教學者在研究歷程中找尋合適的犬隻介入課程模式，另外採立意

抽樣選擇一名臺中市四年級之學習障礙學生，立意抽樣是確保學生生理對犬隻不過敏，以及

心理對犬隻不懼怕，以保護學生健康。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以課後輔導班形式進行，共設計十九週，前五週為課程為複習字母形與字母音，

第六週到第十七週，每四週為一循環，共三個循環，每次課程約一小時，包含 40 分鐘的課程

及 20 分鐘的測驗時間，循環間穿插課程回饋，以了解學習輔助犬介入對國小四年級學習障礙

學生英語朗讀情形，課程結束後安排二週讓學生自主閱讀。 

三個循環中，每一週皆以一本小書為主題，共十二本，一本讀二次，每次課程約一小時，

包含 40 分鐘的課程及 20 分鐘的測驗時間。第一次由教師對學生進行「朗讀教學」，主要是為

了協助學習障礙學生將學過的字母形、字母音整合在一起並練習拼讀，教學完對學生一對一

進行前測（無犬隻），第二次讀同一本小書時，教師才安排學習輔助犬介入。 

學習輔助犬在第一循環中的主要任務，於課程前半段與學生互動以建立信任關係，接著

安排「學生練習活動」，學生練習對著犬隻唸單字、句子；第二循環中，第一次讀小書時，教

師根據學生在前一循環的音量做朗讀教學法的調整，而第二次犬隻在第二循環中的任務，專

心聆聽學生唸單字及句子，而犬隻與學生的互動亦調整至課程結束後，作為學生認真上課的

增強活動；第三循環中，學生已經對字母形與字母音熟悉，也知道透過拼讀而讀出單字，教

師不再進行教學，直接做朗讀練習；而學習輔助犬介入時，教師請學生觀察犬隻的反應，讓

學生知道自己朗讀的愈好，犬隻會愈認真聽。從第一個循環到第三個循環的輔助犬介入活動，

學生與犬隻的互動時間越多，互動越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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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文獻中對於朗讀流暢度的測驗多以一分鐘為限，因此本研究第一循環亦採學生在一

分鐘內的朗讀表現，但發現若要針對學習困難學生在英語朗讀表現作分析，需要更多的資料，

因此從第二循環開始，以學生朗讀一本書時間為研究範圍。原本設計共十二週的小書朗讀，

排除循環間學生缺席與請假，最後的研究資料為三個循環各三本前後、測資料，一共為九本

小書的前、後測質性與量化資料。 

 

二、研究參與者： 

（一） 教學者（領犬員）：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系，輔修英語學習畢業；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英語組，加註輔導專長畢業。 

（二） 受試學生：臺中市市區四年級學習障礙學生一名，男，國、英、數表現皆有學習困難。 

（三） 學習輔助犬：Luffy 教學者所飼養的長毛臘腸，母，已結紮，飼養六年半，與教學者

（領犬員）接受五項基本服從訓練，於訓練期間亦接受撲跳矯正，並於服從訓練後，

與教學者進行閱讀聆聽訓練與觀摩、實習操作。更與教學者搭配通過美國 R.E.A.D.

執行長 Kathy Klotz 認證的夥伴測驗。 

 

 

 

 

圖 1 學習輔助犬 Luffy 

圖片來源：教學者自行拍攝。 

 

（四）英語諍友：臺中市市區某國小現職教師，美國麻州艾默森學院畢業，小學教學經驗 19 年。 

（五）英語科任教師：臺中市市區某國小現職教師，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博士，小學教學經驗 20

年。 

 

三、研究場所： 

（一）圖書館有較多藏書供學生課前與課後閱讀且圖書館的木質地板閱讀區環境布置較為輕

鬆。 

（二）排除壓力對研究的變因，希望研究時能專注在學生朗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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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研究之圖書館空間利用情形 

圖片來源：教學者自行拍攝。 

 

從圖 2 能看出進行研究時，教學者將圖書館分為拼字區與活動區，中間有書櫃隔開，避

免測驗時的干擾。 

 

 

 

 

 

 

圖 3 本研究進行前、後測示意圖 

圖片來源：教學者自行繪製。 

 

圖 3 為進行測驗時，學生、犬隻與教學者的相對位置，學生能以自己覺得舒服的姿勢進

行朗讀，而犬隻面對學生與教學者，讓學生感受犬隻全心全意地陪伴。 

 

四、研究材料： 

教學者選定英語課外讀物 Nonfiction Sight Word Reader: Level A，原因有三： 

（一） 常見字重複出現有利學習障礙學生辨識字形與認讀，且大部分常見字沒有一定發音規

則，而朗讀活動可讓學習困難與學習障礙學生在活動中自然習得。 

（二） 一頁一圖，每頁一句，畫面乾淨有利學生聚焦單字。 

（三） 重複的句型有利朗讀，唯一不同的單字從圖片轉換間讓學生較容易類化，學習障礙學

生在朗讀學習時，因為熟悉句型，只需辨識每頁特定單字即可，也有助於「延長語句」

的學習。 

 
  

臺灣特殊教育發展暨未來展望

82



 

 

 

 

 

 

圖 4 第二循環用書－From the Tree 

圖片來源：教學者自行拍攝。 

五、資料蒐集： 

（一）量化：朗讀流暢度前、後測驗單、多層面朗讀流暢度量表。 

（二）質性：錄影觀察、軼事紀錄、循環教學省思札記、學生訪談、課程回饋單、英語諍友

訪談、英語科任教師訪談。 

肆、 結果與討論 

每個循環朗讀書，但考慮學生在研究中的出缺席情況，只選取完整的前、後測之測驗資

料，最後整理出每個循環三本，三個循環共九本的質性與量化資料如下。 

 

一、質性說明： 

（一）第一循環朗讀表現 

表 2 第一循環三本小書之教師朗讀教學與犬隻介入朗讀表現 

 教師朗讀教學 學習輔助犬介入 

I Am a Lion 唸出 24 個字 

其中 19 個正確的字是重複的

「I am a」 

princess 的 p 唸成 b 

ss 唸成 cc 

唸字母 m o n s t e r 

唸出 32 個字 

僅錯 monster、just 

Cow and Baby 唸出 16 字 

I see 唸成上一本書的 I am 

唸出 37 個字 

自己拼出 cow 

sh 唸成/s/和/h/ 

His Pet 唸出 8 字 

his 唸成 hise，能辨識但無法

了解 hi 與 his 的關係 

唸出 18 個字 

唸讀 his 時有 2 次正確及

2 次錯讀，較前測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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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循環結論： 

1. 學生沒有英語朗讀經驗，且認字能力差，導致唸讀能力不佳。 

2. 請學生找「I Am a Lion」等書時，學生找不到書更無法唸讀書名。 

3. 雖不怕狗，但對犬隻的靠近有較大的動作反應，經過幾次課程，已能

自己縮短與犬隻的互動距離。 

 

（二）第一循環的活動後，教學者做三個部分的調整： 

1. 測驗時間從一分鐘延長至學生唸完一本書。 

2. 輔助犬介入朗讀活動時增加「回聲朗讀」，讓學生聽著教師稍快的聲音朗讀。 

3. 改變學習輔助犬參與活動的形式：將課前熟悉活動調整為課後增強活動。 

 

（三）第二循環朗讀表現 

表 3 第二循環三本小書之教師朗讀教學與犬隻介入朗讀表現 

 教師朗讀教學 學習輔助犬介入 

It Is Round 無法正確發出［aʊ］，不

夠圓唇 

round 唸成 rod 

過程中多次表示拼不出

來，費時許久 

4 次正確［aʊ］讀音 

4 次 rund［rʌd］錯誤讀

音，比前測進步 

We Are Learning 5 句「We are」唸成「wit 

are」 

2 句「We are」正確 

唸出 cooking 

修正前測唸法，能唸出 7

句「We are」 

能唸出 learning、

reading、painting、

cooking、counting、

pretending 

無法正確唸出 writing 

From the Tree 唸不出 tree、lemon、pear、

peach 

cherry 錯讀為 chicken（第

一循環第三本書），教學

者認為，這代表該生已不

再將 ch 視為兩個字母音 

比前測能再正確讀出

tree、lemon、orange 及

p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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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生更將 orange 讀成

owenge 

第二循環結論： 

1. 教師朗讀教學時，教學者請學生找出「It Is Round」書時，學生能根

據讀音找到讀本，但花費時間長且唸不出 round。 

2. 學生唸出的 owenge，其實是類似英語課本的一個主角－Owen 的聲

音，雖然學生唸錯，但代表學生已能覺察並結合自己學過的單字。 

3. 能對著犬隻練習唸出單字與句子，也在課程中一直關注犬隻的肢體行

為。 

4. 提早到圖書館，能主動與犬隻互動（散步、遊戲）並期待唸書給犬隻

聽。 

 

（四）經過第二循環的活動後，教學者做三個部分的調整： 

1. 學生對 26 個字母形與字母音熟悉，在下個循環中省略單字拆解的活動。 

2. 將拼字活動調整為手寫形式學習單（字母填空與單字配對），以改善學生在習作仿寫與

抄寫上無法在正確的格線上書寫大、小寫字母的問題，也出現字母太小或不夠大的情

況。 

3. 將「回聲朗讀」調整成「高低音朗讀」，讓學生在表達與音量較有多樣化的練習。 

4. 調整獎勵模式，提供學習輔助犬相關的獎勵品給朗讀後的學生，作為鼓勵與紀念。 

 

（五）第三循環朗讀表現 

表 4 第三循環三本小書之教師朗讀教學與犬隻介入朗讀表現 

 教師朗讀教學 學習輔助犬介入 

That Cat shoe 唸成 fish 

（第一循環第四本書His Pet

中的 fish 及第二循環第三本

書Blue for You中的 shoes曾

唸過/ʃ/的讀音） 

自己拼出 basket，不再出現

前測時顛 ks 倒唸的現象 

This Fish Has 

Spots 

此循環開始，以緩慢卻正確

的方式唸讀出許多單字，如

本文中的 8 個 spots，他皆以

音素（phoneme）拼組方式，

唸出所有 this、spots 

her 錯讀為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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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照教學者示範的拼讀過

程，拼出 spots 

leopard 不知道如何作音節

處理 

Who Was In 

the Snow 

was 錯讀為 wes 

seal 無法唸出  

以富有韻律感的節奏朗讀 

偶因拼讀短暫停頓，整體流

暢，是個人所有朗讀正確百

分最高、秒速最快 

第二循環結論： 

1. 請學生找出「That Cat」及「This Fish Has Spots」書時，學生比之前能

快速找到書且能唸出書名，但 That、This 不太標準。 

2. 能靠近並與犬隻有良好互動，也能觀察犬隻的特殊行為，能發現自己

唸錯的讀音且與犬隻之特殊行為做解釋。 

 

二、量化資料： 

（一）三個循環的朗讀正確百分比 

表 5 三個循環朗讀流暢度平均增加百分比 

書名 前測正確百分比 後測正確百分比 增加百分比 

I Am a Lion 91.60 % 93.70 % 2.10 % 

Cow and Baby 68.70 % 94.50 % 25.80 % 

His Pet 62.50 % 77.70 % 15.20 % 

It Is Round 58.50 % 73.10 % 14.60 % 

We Are Learning 52.00 % 96.00 % 44.00 % 

From the Tree 48.20 % 87.50 % 39.30 % 

That Cat 76.00 % 91.30 % 15.30 % 

The Fish Has Spots 69.40 % 83.30 % 13.90 % 

Who Was In the Snow 83.30 % 97.90 % 14.60 % 

平均增加百分比 20.53 % 

從數據中可以發現，差距最大的就是第二循環中的讀本，此生在朗讀 We 書時，經過老

師標示切割音節，有相當大的進步。而 From 書中，因為總字數較多，此生在前測的表現也

是普遍較低，但在教學者加入「記憶塊法（chunking）」後，也能有大幅的提升。教學者發現，

此生在 It 書的落差沒有 We 及 From 二書大，是因為此生在課程中因為模仿學習輔助犬所發出

類似［aʊ］的聲音，並持續對犬隻故意做出「嘟嘴」的動作邊朗讀，因此能唸出 round 的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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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合郭凡禔（2015）所發現的「大腦在留下聽覺記憶後，日後能自我察覺並模仿記憶中

的正確讀音」。 

學生在 9 本書的朗讀流暢度平均進步 20.53%，是參與研究的四位學生中進步最多的，但

再注意此生的身分，從期初英語學習低成就到期末通過鑑定的學習障礙身分，能知道反覆朗

讀有助於特殊生辨識英文字以及連結單字與聲音，同時，學生在學習中因為學習輔助犬的存

在而表現出積極練習、主動嘗試不同語調，可以知道學習輔助犬也是促進此特殊生有如此大

幅進步的重要助力。 

 

（二）三個循環多層面朗讀情形 

表 6 多層面朗讀流暢度的四個面向與總分之前、後測情形 

 表達與音量  語調  順暢度  速度  總分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I Am a Lion 1 3  2 2  2 3  3 3  8 11 

Cow and Baby 1 2  1 3  1 3  1 3  4 11 

His Pet 1 1  1 1  1 1  1 1  4 4 

It Is Round 1 2  1 2  1 1  1 1  4 6 

We Are 

Learning 
1 2 

 
1 3 

 
1 3 

 
1 3 

 
4 11 

From the Tree 2 4  1 4  1 3  2 3  6 14 

That Cat 3 3  2 3  2 3  2 3  9 12 

The Fish Has 

Spots 
2 2 

 
2 2 

 
2 2 

 
1 2 

 
7 8 

Who Was In 

the Snow 
2 4 

 
2 4 

 
3 4 

 
3 4 

 
10 16 

平均分數 1.6  2.6   1.4  2.7   1.6  2.6   1.7  2.6   6.2 10.3 

 

學生在 9 次的前測總分中，僅 1 次達流暢標準，且出現在第三循環最後一本書上，同時

也獲得滿分的流暢度，相較之下，學生在 9 次後測得分中，卻有 6 次能達流暢標準，且每個

循環內皆能有三分之二的流暢度表現，且這 6 次的總分也逐步提升。 

學生在 His 一書中前、後側沒有進步與退步，但在原始資料中，學生在前測一分鐘內僅能

唸出 8 個字數（3 個對字，5 個錯字），但後測的一分鐘內能唸出 18 個字數（4 個對字，14 個

錯字），教學者從教學影片與議事紀錄中發現，學生在學習輔助犬的陪伴下有較多的練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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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Cow 與 We 二書的朗讀流暢度前、後測總分有 7 分的差距，為 9 本書中差距最大的，

原因不盡相同。Cow 一書中，學生在辨識 baby 的 b 有較多的困難，而 We 書則是因為多音節

與母音的弱化導致在前測無法辨別與唸出，但在經過第二次朗讀活動時，學生在教學者的教

學提示與犬隻的多次練習後，提升整體在四個面向的表現，在語調、順暢度與速度皆有 2 分

的進步，代表學生較能以「不斷句」、「有節奏」及「有快慢」的朗讀表現。 

 

（三）第二、三循環前、後測朗讀秒數 

表 7 第二、三循環進步秒數 

書名 前測秒數 後測秒數 進步秒數 

It is round 516 266 250 

We are learning 322 276 46 

From the tree 347 159 188 

That cat 148 164 -16 

The fish has spots 304 245 59 

Who was in the snow 278 35 243 

平均進步秒數 128.3333 

 

此生是四位學生在所有讀本中花費最多時間者，但最驚奇的是，Who 書的後測是例外。

此生在 Who 後測卻是四位學生中最快速的，也是此生唯一一本在多層面朗讀後測獲得滿分的

讀本。 

經教學者比對此生測驗原始資料、三循環正確百分比、參考軼事紀錄、教學影片及和同

儕教師討論後，發現從 We 書開始，此生比第一循環能唸出二倍以上的字，而在 We、From、

That、The Fish 及 Who 等五書後中，正確百分比都維持在 83%以上，教學者與同儕教師推論，

可能是因為教學者在第二循環加入「記憶塊法」與「改變學生與學習輔助犬的互動方式」有

關，在軼事紀錄中，此生在與犬隻第一次接觸時以及第一循環中，對犬隻的有相當大的反應，

雖然此生表示不怕狗，但會因為逗弄犬隻後，犬隻的靠近而有興奮的表現。同時，教學者也

發現，此生在第三循環中曾主動摸狗及靠近。甚至在一次課程中，發現以較優美的語調朗讀

時，犬隻會有「舒適地躺下」的行為後，表示願意用「好聽」的語調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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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成長與省思： 

（一）充實教學者對英語朗讀的知能與朗讀策略的選擇及使用 

綜合國內、外的專家學者 Richards（2000）、Rasinski 和 Hoffman（2003）、Tierney 和 Readence

（2000）及陳弘昌（2003）所提出的之朗讀策略，能知道朗讀策略有其針對性，區分為理解

文本、輔助讀寫能力、提高流暢度及產生高低閱讀能力學生彼此回饋的各種目標。而教學者

透過此研究篩選較適合學習困難學生的策略，在本研究的三個循環中使用：分享朗讀、範讀、

輪流朗讀、指名讀、配對朗讀、回聲朗讀、高低音讀等，教學者透過多元的朗讀策略增進朗

讀趣味、提升流暢度與聽、讀能力訓練。而學生也在學校期末的學習評量中達成聽力測驗滿

分與整體成績進步的表現，更在研究末期的自主閱讀時，能在教學者沒有提供任何幫助下勇

於展現自己能讀出讀本部分單字的自信。 

 

（二）安排學習輔助犬融入課程營造無壓力環境對學習障礙學生的重要性 

學習輔助犬是一種讓學習者完全放鬆、釋放壓力與陪伴傾聽的學習輔助工具，透過有趣

的互動活動與動物回饋反應讓學生在反覆中學習，而此種反覆練習並不會造成學生學習壓力

與挫折，讓學生在朗讀過程中享受學習的樂趣與培養開口說英文的自信。研究過程中，教學

者也發現學生願意為了獲得犬隻的特定回饋而增加練習意願與次數。 

 

（三）領犬員培訓課程有助教學者提高覺察自我課程及學生學習反應的敏感度 

學習輔助犬的推廣以及領犬員培訓課程，以屏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為主要基地，整合屏

東科技大學與大仁科技大學的訓犬與閱讀指導課程資源，而在訓練犬隻的歷程中，祁偉廉獸

醫師與陳晴惠老師給予訓犬上的指導，而領犬員（亦是飼主與教學者的我）則在平時訓練時

要仔細的觀察、掌握立即增強的獎勵時機，以及進行不良行為的矯正。因此透過領犬員培訓

課程也讓教學者在此次行動研究的每個循環中，留意到學生對課程的難度反應、非語言行為

的捕捉，並於循環之間適時反思並做出調整，有助改進教學者教學與課程安排的不足及提高

學習障礙學生學習的最大化學習。 

伍、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學習輔助犬介入對學習障礙學生之朗讀學習應用 

1. 犬隻的五項基本服從與長時間等待訓練幫助學生有更多耐心讀完文章。 

2. 犬隻對特定語詞（apple、banana、去撿玩玩、喝水水、讀書書）的反應，不僅能吸引

學生注意力，也促使學生相信動物聽得懂自己說的話，進而更願意朗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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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犬隻互動越緊密的課程（第三循環的觀察肢體語言比第一循環的陪伴），越能提高

學生學習表現。 

4. 犬隻發出的特定聲音（阿烏，似［aʊ］），有助於學生模仿及回憶該聲音。 

5. 經領犬員解讀犬隻的非語言行為（撇頭、搭手、打哈欠、從趴著變成側躺）後，學生

較願意嘗試練習。 

6. 教學者（領犬員）是學生能力與進步，設計簡單到較有挑戰的課程，能提升學生的能

力及提高學習的自信。 

7. 定期且固定時間的英語朗讀活動，有助於學生維持認字與讀音的能力。 

8. 教學者視學生朗讀情形，適時給予輔助（畫線、圈字），有助於學習及提升能力。 

 

（二）教學者的專業成者與省思 

1. 充實教學者在英語朗讀教學的知能，日後能在英語教學中應用不同的朗讀法，並針對

學習困難學生選擇適合之朗讀法。 

2. 提升教學者在融合教育的課程設計能力，尤其針對學習障礙學生在學習語言的課程。 

3. 協助教學者覺察並營造適合學生學習語言的無壓力環境，對特殊學生有內在進步的影

響。 

4. 了解學習輔助犬的應用對英語教學的教育輔助功能，如：引導學生模仿動物聲音、留

意並解釋犬隻肢體語言。 

5. 領犬員培訓課程提高教學者對自我覺察的敏感度 

 

二、建議 

（一）對教學的建議 

1. 教師對課程時間的掌握要更留意 

課程中，學生會想要多與犬隻互動，可能會延誤課程，進而影響上下課時間。 

2. 教師對教材的選擇不宜超越學生能力 

在第二循環的多音節及雙母音內容，對學生來說有點太難，應該再確認學生能力穩固

後再提供，較不易造成挫折感。 

3. 教師在進行英語教學時，若是搭配相關的讀物提高對學生的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

能有效幫助學生學習，如：教進行式文法或有聲子音[ŋ]時，選擇多 watching、learning

等的讀本可擴充學習類似-ing 單字。教特定發音，如：ch，可以選擇讀本中出現較多

ch-的字的讀本，讓學生重複看見 ch，以區分 c 及 h 的發音。 

4. 學習輔助犬介入時，教學者留意勿以任何方式造成學生壓力 

輔助犬並非萬能，是透過積極陪伴與聆聽讓學生逐漸忘記壓力，享受學習，因此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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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要避免任何可能造成暗示的壓力，並設計合適的學習輔助犬參與互動練習，能增加

學生學習效果與練習意願。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 研究對象 

此研究僅針對一位四年級學習障礙學生，未來可繼續探討其他年段學生或不同障礙

類型學生，以了解學習輔助犬對其他年段或其他特殊類型學生學習的影響是否也有

成效。 

2. 研究設計 

本研究設計多針對識字的討論，較少提供書寫（除研究後期的仿寫與抄寫），未來可

加入多感官教學或部件重組等方式增進學生書寫能力。 

3. 研究學科 

此次參與之學障生，不論是口說還是聽力都有大幅的進步，而目前也少有學習輔助犬

對國語或族語的相關研究，未來可進行不同語言的相關研究，以探討其學習成效。 

4. 研究場域 

本研究於臺中市區進行，然而都市與偏鄉的學生樣本有可能不均，建議未來可在不同

縣市、區域等進行相關研究，以了解學習輔助犬是否亦能產生學習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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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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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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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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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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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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未來之期許

	論文目錄頁
	Table of Contents

	論文目錄頁
	Table of Contents

	（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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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修）
	壹、緒論
	貳、研究方法
	參、研究結果
	伍、結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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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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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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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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