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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 and influence of participation in 

special education public affairs by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tage. This 

study applie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depth discussion wi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data of fou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special education public 

affairs and study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in the northern area. The study discovered that： 

First,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believe that participation in special education public affairs 

awareness can take into accoun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disabilitie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 

participants understanding special education and disabilities. 

Second, the motivations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o participate in special education public 

affairs include accumulate practical experience, organize activities that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can 

participate in, have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identity for disability group, and be affected by peer 

groups. 

Third, the considerations befor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participate in special education 

public affairs include "participation in special education public affairs has the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Special education public affairs can be matched with their core values". 

Last,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participat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public affairs are able to gain 

a sense of belonging from the disability groups, to enhance professional ability, to be more 

reflective on the subject of disabilities, and to have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Keywords: Special Education Public Affair, Student with Disabilities, Instit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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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參與特殊教育公共事務之 
動機與影響─以北部某國立大學身心障礙學生為例 

 

邱羽逢 1、曾羽庭 2、洪儷瑜 3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學生 
2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實習教師 

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參與特殊教育公共事務的參與動機及影響。本研

究採質性研究法，以半結構式訪談深入探討四名就讀北部某國立大學並曾參與特教公共事務

之身心障礙學生，結果發現： 

一、身心障礙學生認為參與特教公共事務的認知是能兼顧不同障礙的不同需求，以及參

與者了解特殊教育與身心障礙之間的重要性。 

二、身心障礙學生參與特殊教育公共事務的動機有：欲累積實務經驗、想籌辦身心障礙

學生都能參加的活動、對身心障礙族群有情感連結與認同感，以及受到同儕團體

（peer group）的影響。 

三、身心障礙學生參與特殊教育公共事務前的考量因素有「參與特教公共事務有表現自

我的機會」及「特教公共事務能符合自己的核心價值」兩點。 

四、身心障礙學生參與特殊教育公共事務之收穫為：在身心障礙團體中找到歸屬感、提

升專業能力、對身心障礙議題更具反思能力，以及對人性有更深刻的體會。 

最後，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供現場教育人員以及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字：特殊教育公共事務、身心障礙學生、大專校院、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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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 研究背景 

臺灣近年來特殊教育（以下簡稱特教）體制發展臻備，隨《特殊教育法》修正與臺灣亦

有簽署之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等，凸顯在高等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實施方案與具

有高教背景之身心障礙學生）以下簡稱身障學生）受教權重要性；其中因應自我決策概念在

特教領域中之興起，身心障礙者的「自我決策」及「自我倡議」一直是學者們所關心的議題。

（鄭聖敏，2014）。  

北部某國立大學身心障礙學生自治現況蓬勃發展，其身障學生參與校園自治活動與機會

近年逐漸增加；該校於 2014 年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並設立學生代表，

進一步使校內身障學生能直接參與學校之特殊教育政策制定與討論；學校為達此上述目的，

在特推會舉行之前，學校更提供一般身心障礙學生特推會議之提案單，促使身障學生能直接

對於本身所關注的校園無障礙環境議題以及修課安排等能直接給予意見反映。 

該校為更加落實身心障礙學生之校園參與，2017 年首度開放特推會學生代表由原先校長

圈選改制為由校內身障學生直接選舉產生；其身障學生於 2018 年在校方協助下成立以校內身

心障礙學生為主體之學生社團。至此，校內身障生對於與參與學校特教公共事務等相關議題

之實際參與度逐漸提高。 

研究者具有身障學生身分，並參與身心障礙學生社團之籌備工作；大學二年級時擔任校

內特推會學生代表，過程中參與特教公共事務經驗眾多，且深具反思，綜合前述發展脈絡以

及研究者之個人因素，故展開本研究。 

開展本研究之動機有三，首先，研究者發現目前文獻中探討學生自治與參與校園公共事

務之研究對象，多以一般學生為主，少有以身心障礙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之研究，因此了解身

心障礙學生參與公共事務之動機與影響，乃是開展本次研究重點原因之一。 

大學生參與校園公共事務最大單位為學生會，了解大學生參與校園公共事務對本身所產

生之影響有：能力、情緒管理、帶來成熟的人際關係、增加自我認同等重要影響（楊芬茹，

2011）。 

據李立旻（2018）之研究發現，大學生公共參與以「校內學生社團」人數比例為最多，

其次依序為「學生自治組織」、「校內議題主張」、「校外議題主張」、「校外社會組織」

五種類型為主，研究發現，學生之公共參與經驗對於學生權利意識有正面影響；而身障學生

同為校園當中的重要成員，故探究身障學生參與特教公共事務之影響，為開展本研究重點原

因之二。 

學生是否會參與校園公共事務來自於其本身對於事件之動機（Motivation）是否充足，有

關動機理論之研究眾多，張春興（1996）提出動機是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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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歷程；Maehr & Meyer（1997）認為動機是可使個體充滿精力、

具有方向性、並使個體保持行為或維持活動的一種內在狀態；朱敬先（2000）認為動機是內

在的狀態，目的在於激發、引導及持續行為的一種過程；簡瑞宇（2009）則針對動機本身之

本質提出基本的說明：「在人的所有行為當中，都需要靠自我本身的努力和強度來驅使自我

去完成既定之目標，它導致行為的激起、發生、方向及持續，藉由外在環境和條件的刺激， 來

滿足人類內心的需求和想法，近而提升個人為組織目標努力的動機」。 

構成個人動機因素與條件眾多，大致可分為外在動機與內在動機兩種；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依據 Deci & Ryan（2000）指出所謂外在動機是人們之所以從事某種行為的原因

對當事人而言，感到有趣的並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後所具有某種目的性或獎勵等外在

刺激，這樣的動力驅使人們完成既定的任務，此種動能稱為外在動機。 

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指的是之所以進行某種行為的原因來自於當事人對於事

件、任務的本質感到愉悅且快樂，而不是受到外在的影響或刺激進而採取行動（Deci & Ryan, 

2000）。而 Deci & Ryan（2000）更明確定義內在動機是普遍且重要的動機因素；內在動機只

會產生於對於個人而言感到高度興趣的活動上 Deci & Ryan（2000）。因此了解身障學生參與

特教公共事務之內外在動機，乃開展本研究重點原因之三。 

 

二、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一) 探討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參與特教公共事務的認知為何？ 

(二) 探討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參與特殊教育公共事務之動機為何？ 

(三) 探討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參與特殊教育公共事務之考量因素為何？ 

(四) 探討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參與特殊教育公共事務之影響為何？ 

貳、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以半結構式深入訪談蒐集資料，邀請四名研究參與者，採訪二至

三次，每次訪談時間一到兩個小時；邀請研究參與者後，以研究者自編之訪談大綱進行訪談，

如參與者出現訪談大綱未涵蓋之重要內容時，研究者採取非結構式訪談法進行訪談並收集相

關資料；訪談開始時，亦會取得研究受訪者之同意，全程進行錄音，或同時謄寫訪談逐字稿，

以便事後資料整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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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之方式，研究者邀請四名曾於大學階段參與

特殊教育公共事務之身心障礙學生，其皆符合以下三項標準： 

(一) 就讀北部某所國立大學在學身心障礙學生，且接受大專特殊教育服務且滿兩年以上者。 

(二) 接受特殊教育服務，且參加資源教室學生活動者。 

(三) 曾參與北部某國立大學之特殊教育公共事務或有相關經驗者。 

研究參與者背景資料如表一： 
 
表一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 

研究 
參與者 

年級 性別 障礙類別 就讀學系 
是否具曾參與特殊教

育公共事務之經驗 

S1 大二 女 視覺障礙 特殊教育學系 有 
S2 大三 男 學習障礙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有 
S3 大四 男 視覺障礙 英語學系 有 
S4 大四 男 肢體障礙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有 

1. S1 

S1 在高中時期與資源教室關係緊密，參與許多特教公共事務，如籌辦校慶障礙

體驗活動等；大學階段主動籌備系上與身障學生相關之活動，同時籌組身心障礙學生

自治社團。 

2. S2 

S2 是身心障礙學生學生社團之首屆會長，平時積極關注身障者權益以及特教相

關議題，曾自行籌備偏鄉教育營隊，也會在公眾平台評論特教事務。 

3. S3 

S3 大學時積極參與學校資源教室活動，如身障學生迎新等活動，曾參與 106 學

年特推會的學生代表選舉，會主動尋求自我表現機會，並嘗試以不同障別角度思考特

教相關論點。 

4. S4 

S4 大學期間參與多場障礙倡議活動，長期關注校園無障礙環境議題，曾於特推

會進行多次無障礙議題之提案。 

 

三、研究工具 

（一）研究者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即主要研究工具，主張研究者之個人特徵、經驗知識、前

見、在研究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與研究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是重要且須呈現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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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鈕文英，2018）。 

1. 研究者的個人經驗 

    研究者本身即為身心障礙大學生，大學期間，積極參與特殊教育公共事務

與學生自治組織或資源教室活動等，其中包含擔任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之學生

代表，倡議身障甄試議題；同時為身心障礙學生社團籌備人員之一等，對於特

殊教育相關公共事務經驗豐富，具深度體認與反思。 

2. 協同研究者 

    協同研究者就讀特教系，大學期間辦理許多特教相關活動，並曾通過科技

部大專生研究計畫，且曾與主要研究者同時擔任學校特推會學生代表，於特殊

教育學術上有一定研究經驗，在研究進行時能研究者進行理論與實務之交互驗

證。 

（二）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以研究者自編之訪談題綱為主，主要範圍包含：研究參與

者認為參與特殊教育公共事務須具備之特質、參與動機、考量因素，及參與後的影響等。 

（三）研究日誌 

研究日誌包含研究中所得之問題、觀察、反思記錄等，作為研究者之資料輔助，於資

料分析或整理總結報告時之參考，使得本次研究更為完備。 

（四）錄音筆 

以錄音筆紀錄參與者現場訪談內容，以保存訪談相關資料供後續資料分析時使用。 

四、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 

訪談後研究者會將錄音檔案轉成逐字稿，將其中重要概念與論述進行範圍界定與編碼；

即單位化資料；進一步整理出身心障礙學生在特殊教育公共事務上之動機與影響。 

本研究訪談內容皆以錄音進行保存，研究者會將相關資料謄打成逐字稿，逐字稿呈現方

式將以「R1」代表研究者本人，「R2」代表協同研究者；「S1」、「S2」、「S3」、「S4」則分別代

表四位研究參與者；研究中編碼方式以「S1-20180426-2」為例，其中第一碼「S1」為受訪者

之代號，第二碼至第九碼「20180426」則為訪談日期，第十碼「2」則為訪談大綱之第二題。 

此外，若資料來自於研究者之研究日誌，則以「誌」作為代表，隨後第一碼「R2」為研

究者代號，隨後八碼為日期，「誌 R2-20180426」為示例之。  

（一）資料分析 

1. 開放編碼 

    研究者先精讀原始訪談資料，並將原始資料進行分類，並將分析後得到的關鍵字，

進行內容編排，最後給予每一段落特定命題，始完成開放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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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性編碼 

    訪談資料進行初步分析後，會取得欲研究之未知主軸內容，由研究者尋找資料的共

通處，再與協同研究者歸納、統整參與者的故事主軸，最後請研究參與者確認歸納內容

確無誤。 
 
五、研究信效度 

為增加本研究之信效度，每次編碼之後所得之關鍵字與所編排之內容，由兩位研究者先

就結果進行反覆討論，再請研究參與者依研究訪談及編碼資料再次復閲，確認內容符合參與

者之內心想法，以提升本研究之訪談內容之信度與效度。 

參、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身心障礙學生眼中的公共事務 

（一）一般公共事務 

本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對一般公共事務與特教公共事務之詮釋有顯著差距，故

本研究將公共事務的類別分成「一般公共事務」與「特教公共事務」兩項；首先，

參與者普遍同意所謂「一般公共事務」必須要和社會大眾有所關連；而公共事務之

性質必須是可以被進行適當討論，進而能引起社會大眾共鳴的： 

「公共事務我覺得就是凡是跟大眾有關的事情」（S3-20190531-1） 

「比如說我們參加的活動、課程我覺得都算公共事務。」（S3-20190531-1） 

「我覺得比較像是一群人他們在討論的議題，而這個議題跟大家都是有共

鳴的，這件事情就叫做公共事務。」（S2-20190621-1） 

    亦有參與者認為，公共事務能夠影響到特定的人、事、物等，「他可以去影響

一個組織，影響一個群體的一個任務吧，我覺得就是像活動或者是一些計畫案，然

後我們比較常在新聞看到的什麼投票啊，都是公共事務的範圍。」（S3-20190604-1），

S3 則特別提到公共事務會隨著社會情境相異而有不同內容，如學校公共事務，「我

覺得還有情境上的差別，就是可能像我們學校的系統裡面會有學校的公共事務，然

後像社會其他不同的單位啊，都會有他們各自不同的內容。」（S1-20190604-1）     

研究者從訪談中發現參與者對公共事務之詮釋相當一致，參與者也指出公共事

務在不同情境會出現差異，特教公共事務也是如此，以下將逐一說明。 

（二）特殊教育公共事務 

S2、S3 與 S4 認為特教公共事務中須包含「身心障礙者」此一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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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能影響到身心障礙學生的人、事、物我覺得都是特殊教育公共事務。」

（S3-20190531-1） 

「我認為只要跟身心障礙者有關的一切事務，都屬於特教公共事務。」

（S4-20190611-5） 

「我自己的認定是，有討論到這十三個障礙類別裡面或者是有關障礙者的

議題，都可以叫做特殊教育公共事務包含的內容。」（S2-20190621-5） 

若比較一般公共事務與特教公共事務兩者間的差異，S4 則表示兩者本質上並沒

有不同，特教的公共事務屬於一般公共事務的其中一個範疇：「就是一般公共事務，

包含特殊教育公共事務，它只是一個很大的東西，包含在裡面的一個支項就這樣，

可是它的意義是相同的。」（S4-20190611-5）；S1 也出現了相似的看法：「我覺

得是說，他會跟身心障礙學生有關係，他可能是一個身障議題的活動，或是公共事

務，或者是對象以身障者為主的一般公共事務…。」（S1-20190615-5） 

（三）從特教公共事務獲得需求感 

依據莊玉琪（2013）所做之調查發現，一般大學生投入在校園社團公共事務比

例逐漸增加，是因為學生投入社團之時間、情感的比重越多，學生就越願意投身校

園參與活動；而探究身障學生參與特教公共事務經驗後發現，身障學生願意投入特

教公共事務之原因是來自於學生本身的需求感： 

S3 認為在參與特教公共事務時，特別是擔任身障學生社團負責人一事，比起參

與一般的公共事務，更能強烈感受到同儕們與資源教室對自己的期待以及被大家所

需要的感覺，這是參與一般公共事務上所沒有的全新感受：「我在這個位置，我是

被需要和被期待的。」（S3-20190531-6） 

這樣的感受，也促使了自己想要回應大眾的期待，增加了參與特教公共事務的

主動與積極性：「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為你想要試圖去回應別人對你的期待。」

（S3-20190531-6） 

 

二、參與特殊教育公共事務的認知 

「認知」是個體思考與解決問題的過程，強調了解刺激與刺激的關係，方能頓悟、

解決問題，本研究探究參與者參與特教公共事務之認知條件時，認為參與特教公共事務

前，必要之先備條件，具有以下兩項： 

（一）身心障礙學生與特殊教育的關係 

S3 認為若要參與特教公共事務必須要具備身障學生身分，因為只有身障學生

能夠了解該公共事務與特殊教育之間的關聯性：「要跟身心障礙學生有關，你是

一個身心障礙學生，你才能感受到他跟特殊教育的關聯。」（S3-20190531-5）；

2019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125



值得一提的是，S3 沒有否定一般人參與特教公共事務的權利，並加以說明若要參

與特教公共事務須對瞭解特教或身心障礙，且具敏感度：「現在很多社工或是輔

導人員，他們即便不是身心障礙者，他們還是投入在特殊教育公共事務這個領域

裡面，首先第一個他可能要對身心障礙有一定理解，然後能夠傾聽不同族群的聲

音。」（S3-20190531-5） 

而 S1 認為如果身心障礙學生去參與特教公共事務，能將活動辦得更具有特

教精神與意義，且可以兼顧不同障礙者的需求與困難：「比方說在一個活動中同

時有視障者跟聽障者，該如何去做才能讓他們在參與的過程中較沒有阻礙？這是

一般生在規劃的過程中比較缺乏的。但是如果我們是特殊教育學生的話我們就會

去考量到這些狀況。」（S1-20190615-5）。 

（二）了解特殊教育對於身心障礙者之重要性 

 多數參與者認為瞭解特教對於障礙者的重要性，也是參與特教公共事務的另

一個重要特質，因為自己的生活環境或是家庭因素等，都增加了參與者本身對於

特教的基礎認知，能夠知曉特殊教育與身障者之間的連帶關係，為參與特教公共

事務的重要元素：「剛好我也很幸運，就是我的家庭，我的父親也很積極在特教

這個領域投入，所以他可以給我一些資源，幫助我有所提升。」（S4-20190611-5）；

「他能夠理解或是體會到特殊教育對身心障礙學生的重要性，他跟一般公共事務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牽涉到的一個特殊的族群叫做身心障礙學生。」

（S3-20190531-5）。 

 

三、參與特殊教育公共事務之動機 

依據謝海平等（1992）所做之調查發現，一般大學生在參與校園社團之動機可分為：

交朋友、增廣見聞、充實自我等；身障學生參與校內特教公共事務之動機則分為下列五

項： 

（一）為了累積實務經驗 

S3 分享自己參加大學鄉友會的受挫經驗與感想，他認為參與公共事務可以提升參

與者的技能，然身障學生籌備學生活動的機會較少：「補充一點，就是累積所謂做事

的經驗，所以你在辦聯誼性迎新活動時，你會學到比如說活動要如何舉辦，其實這個

感覺上你只要去辦一個活動就好，可是其實對於障礙者來說，他很少有機會去辦一個

活動。」（S3-20190531-6） 

因此當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出現時，身心障礙學生也應多把握機會。 

「應該說障礙者本來就很少擁有一個可以累積技術方面經驗的活動，如果

有的話會希望把握這個機會。」（S3-20190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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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認為說，如果你有心想參加，你有心想去學如何辦一個活動的話或

是去服務別人，至少你不會放棄這個機會。（S3-20190531-6） 

（二）籌辦障礙者可以參與的活動 

S3 參與特殊教育公共事務的主要原因是在籌備以一般學生為主的迎新活動時，他

觀察到身障學生常因本身的限制而無法參加，因此 S3 想在為身障學生提供服務的資源

教室，自主籌辦一個所有身心障礙學生都可以參加的活動： 

「像我在參加友會或是系學會的迎新宿營的時候，我會發現他們有些活動

其實沒辦法讓身心障礙者參與，那我就會反過來想，我在資源教室我可以

辦一個所有障礙都可以參與的活動， 比如說他們選擇的場地沒辦法讓輪椅

行走，例如石頭路什麼的，或是辦晚會，像我這種視障的我就沒辦法完全

參與，我就會覺得這活動裡面我是被隔離開來的。」 

「那我就會開始想，那我在資源教室辦的活動就是要讓所有活動都無障礙，

他一定是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參與。」（S3-20190531-6） 

（三）身心障礙學生的共同連結 

S2 以參與校內特推會學生選舉為例，說明參與特教公共事務的動機來自於對於身

心障礙族群的認同，且公共事務的議題與自己有高度相關性，就會萌生想要深入參與

其中的想法： 

「我參與這個議題他跟我的生活很有連結，我是身心障礙者，我可以了解

他們的需求，或者是我在學校裡面跟身障學生有連結，因為是這個連結讓

我想要更深的去探討。」（S2-20190621-6） 

    S4 也表明自己參與特教公共事務的動機之一是因為自己對障礙者身分有認同感： 

「我覺得我的動機是，當我覺得我去做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因為我本身

也是一個身心障礙者，那我也認同身心障礙者這個價值這樣的文化，所以

我就更加覺得，原來只要做這些事情，我們就有機會讓大家聽到我們的人

權需求，大概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就越來越覺得這件事是值得去推動是好

的，然後就繼續去做。」（S4-20190611-6） 

（四）同儕理念與自己相符 

S1 分享籌備身心障礙學生社團的過程時說明自己願意參與社團的籌備工作，其

動機是因為社團負責人提出的社團方針符合自己的理想，認為在公共事務的參與過

程當中，只要共事夥伴提出的規劃、想法讓自己認同，就會主動參與特殊教育的公

共事務： 

「後來我有跟他聊了一下社團的事情，我覺得他算是很有理想的，我覺得

這還滿重要的，他對社團有一些思考和想法…。」（S1-20190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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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當初提出的理想，雖然還不是一個很具體的東西，雖然可能還沒有

符合心中百分之百的想法，但是至少有些東西是 S1 願意跟他一起去嘗試

的。」（誌 R2-20190615） 

（五）同儕的重要性 

S1 與 S2 都有提到「同儕」是他們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動機，如果公共事務有同

儕一同參與，自己動機則有顯著提升： 

「我覺得不管是一般事務或特教事務，我覺得有動機，一個重要的關鍵就

是要有人跟你一起做，那個時候班上有很熟的同學也有興趣；那個時候我

就覺得有人跟你一起做，能夠對動機跟動力都有很大的幫助。」

（S1-20190604-2） 

「我認為在大學的時候，你在參與公共事務是必須要有夥伴的，而在大學

的階段裡面，我覺得我的周圍對於特殊教育有這樣認知的同儕更多了。」

（S2-20190621-2） 

S2 更分享大一時社團夥伴邀請共同製作校園無障礙新聞專題的契機，是他進入到

特教與身心障礙場域的重要關鍵： 

「有夥伴希望我去參加師青的活動，希望我可以對身心障礙有一些報導了

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才真正的去思考說：我跟身心障礙者的關聯到底

是什麼？」（S2-20190621-1） 

 

五、參與公共事務的考量因素 

研究中發現雖然研究參與者參加的公共事務眾多，且都存在不同動機，但不是每項

活動皆積極參與，針對單一公共事務的參加與否，某些人提出以下特定考量因素： 

（一）議題的關注與價值的選擇 

S2參與公共事務時，自己對於議題之關注程度以及議題是否符合自己的核心價值，

都會影響參與意願及積極度，S2 分享自己持續推動的特推會學生選舉時提到： 

「第一屆民選總要有人出來選，這樣的想法我也覺得沒有錯；我當初也很

支持這樣的民選制度，如果沒有人出來做，我自己應該要出來承擔。」

（S2-20190705-6）。 

「我的考量是，能不能認同這樣的價值以及我對這個議題是不是有足夠的

關注？如果我是一個很關心教育議題的人，我在面對這件事情上我覺得我

會相對來講比較積極，比起可能是土地拆遷案，這方面不是我長期所關注

的，也不是我的領域上面的專業，我就不會那麼積極的想要去了解。

（S2-20190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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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教公共事務提供一個展現能力的機會 

了考慮公共事務是否符合自己的價值觀，另一考量則是公共事務中能否提供表現

舞台，而參與者認從事為特教公共事務比較容易使身障學生的才能、想法以及特色能

被大家看見： 

「出來辦一個活動他就是一個展現自身能力的舞台，對我來說；在特教的

舞台上面，我比較容易被看見。」（S3-20190531-6）；「是不是有讓我們

能發揮能展現的地方，就是有一個可以詮釋自己對這件事物的想法的機會。」

（S1-20190615-6） 

 

六、參與特教公共事務所帶來的影響 

北部某國立大學提供給身心障礙學生參與和特殊教育相關的公共事務之機會眾多，

包含校園無障礙環境建置、資源教室學生活動、特推會學生代表選舉等，身障學生參與

特教公共事務所產生的影響，可歸納成四項： 

（一）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屬感 

對 S3 而言，自己能在參與的過程當中找到身為身障學生的歸屬感，能夠從中得知

自己的定位，進而希望自己有能力改變所在的群體：「我知道自己屬於那些人，我知

道到我為哪一群人做事，這來自於歸屬感。那我身在這團體，我會希望我身為這團體

的一份子，我能夠為我的團體帶來改變。」（S3-20190631-7） 

（二）對於身心障礙議題更具反思 

參與特推會選舉時，S2 對其他障礙類別及身障學生們面臨的不同困境有更深的認

識，對於障礙議題更具有延伸思考的能力： 

「我覺得在我參與特殊教育公共事務上面，我開始更了解其他障礙類別的

思考模式以及他們的遇到困境。」（S2-20190621-7） 

（三）多元學習提升專業能力 

S4 表示透過大學階段參與不同特教公共事務，過程當中獲得來自教授、同學的

建議與想法，其產生最大的影響在於專業能力的提升，因為專業能力提升使 S4 在公

共事務取得更加關鍵的角色，而隨專業能力增加，S4 參與公共事務時變得更加主動；

對 S4 而言，每一次的參與都是良好的學習： 

「當我學得更多，那我就有機會去參與些更關鍵或是更核心的角色，我以

前會擔心我自己不夠專業，所以不敢搶下麥克風來講話，比較像是我對我

自己講出來的東西越來越有把握，那我就會越敢說，如果它是我的專業我

就越敢講。」（S4-20190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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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改變當然是你的專業度會提高，當你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在這件事

情上面，你的專業度必然會提高，而且對這些議題的一些概念就會更加熟

悉。」（S4-20190611-7） 

（四）對人性的體察 

S1 認為參與公共事務以及相關活動時，是一個和個人、團體互動的最佳時機，

對於人性能有更深刻的觀察；了解每個人做事情的順序，也能從中對方是否有責任心：

「我之前遇到過在籌備截止日期前跟你說要退出，我會覺得這樣做是對這個公共事務

很不負責任的做法，也會因為他的退出，對其他人又影響，增加其他人的工作。」

（S1-20190604-3） 

肆、 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障礙即特教：特教公共事務的範圍 

特殊教育公共事務在一般公共事務的範疇之下，身心障礙學生眼中的特殊教育公

共事務，構成特教公共事務的重要條件為「身心障礙學生是否有參與其中」或「是否

與身心障礙議題相關」；由此亦能看出特殊教育與身心障礙學生之間的相輔相成；此

外，在特教公共事務的參與上，參與者獲得由 Maslow（1943）所提出需求層次理論

當中的尊重需求（Esteem Needs），認為藉由社團的參與，得到他人的重視與找到自

己存在的價值。 

（二）我是身心障礙障者：我知道同伴需要甚麼 

身心障礙學生參與特教相關的公共事務時，認為身心障礙者身分為參與特教公共

事務應具備的核心特質之一；參與者之所以在參與特教公共事務時常以自己的障礙身

分作為切入點，是因為參與者認為自己對於能夠對於身障議題較為能夠感同身受；此

外，生活環境如家庭以及是否參與資源教室活動等，都能促進身障學生對於特教的認

識與理解，至此奠定身障學生參與特教公共事務的重要基礎。 

（三）參與特教公共事務：夥伴即是動機 

研究中發現，「同儕」（peer）以及身障者身分兩者，是身障學生參與特教公共

事務之關鍵動機；據 Urie Bronfenbrenner（1979，1987）建立的生態學模式指出，容

易對青少年產生直接影響的核心要素分別是存在於「微系統」（Microsystem）當中

的家人與同儕；校園生活以團體活動居多，參與者所參加的特教公共事務需要大量的

同儕夥伴支持，同儕之間的共同連結成為籌備公共活動的重要動能；「身心障礙者」

是所有人的共同身分，對於每天所發生在校園內的身心障礙議題有著共同話題，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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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間身為障礙者共同奮鬥的使命感，是驅動身障學生在大學階段參與特教公共事

務的動機；此外，身障學生從籌備社團及參加資源教室活動的過程中，也能獲得來自

實務經驗的練習機會。 

（四）參與者參與特教公共事務的考量因素 

綜觀身障學生參與特教公共事務的考量因素，這些研究參與者在大學所專注的特

教公共事務有所不同，大致考量如：會先從本身認同的理念或合適的角色作為參與的

先決條件，如同S1未選擇參與特推會選舉，是因為S1認為學生代表的角色過於激進，

自己並不適合承擔那樣的責任，但籌備身障學生社團對 S1 而言有較大的發揮空間；

以及會先選擇本身較為關注之議題等；總體而言，參與特教相關公共事務，是身障學

生的主要校園舞台。 

（五）特教公共事務帶來反思能量 

總結研究參與者參加特教公共事務的影響，可以發現他們對於身心障礙學生認同

更加緊密之外，與身心障礙學生相關的公共事務當中，帶給他們的不只是能力的提升，

更進一步的獲得了在大學生活的自我定位與價值，且學習到了公共事務上可能面臨的

問題，而大專階段所遇到的身障學生障別多元，在籌備公共事務時為了要符合身心障

礙學生的不同需求，亦促進了參與者們對於身心障礙以及特殊教育的反思，也使身心

障礙學生在參與校園公共事務變得更主動，更積極。 

（六）身心障礙大學生與一般大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動機差異比較 

從前述文獻當中可知，一般大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多以校園主流學生團體，如學生

會、系學會等社團為主，其目的在於拓展自己的交友圈或自我充實等原因；而身障學

生參與校園特教公共事務，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是因為參與者為身心障礙者，歸

納一般大學生與身心障礙學生動機之差異，身障學生較常從障礙觀點出發，進而參與

和特殊教育與身心障礙較為相關的公共事務，而論其參與場域則以資源教室活動等身

障學生常出現之環境作為開展。 

二、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僅以訪談內容為主，未能以其他資料未能參考其他資料校對正確性作為校對，

故無法達成三角驗證，故在信效度上有待檢驗。 

（二）本研究以某國立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樣本有限，本研究結果是否受到研究校

園差異影響，未來研究可增加不同校園樣本，讓研究結果更具代表性。 

三、研究建議 

（一）學校可多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公共事務之參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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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研究結果，身障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獲得的專業成長和反思，公共事務參

與也是身心障礙學生在大學校園學習的機會，且不同事務有不同條件和學習，建議

大專校院應多開放各項相關的公共事務讓身障學生參與。 

（二）鼓勵身障學生參與公共事務 

身障學生參與特教公共事務受到同儕影響很大，因此利用同儕去鼓勵身心障礙

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值得大專校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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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引導式教學
	（三）創意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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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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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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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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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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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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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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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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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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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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