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級中等學校輕度智能障礙畢業生 

婚姻生活適應之個案研究 

 

 

 

王若權 

 

 

 

 

 

 

 

 

 

2019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153



Case Study on Marriage and Life Adaptation of Graduates Student 
with Mild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n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Jo-Chuan Wang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After graduating from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mil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have 

worked in community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m entering marriage is not high. Because of the 

uniqueness of their individual physical and ment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worthy of in-depth inquiry 

by special education worke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marital life 

adaptation of graduates with mil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senior secondary schools. The 

researcher worked in a industrial vocational school, and using case study method to explore a 

student who graduated from a special education class at the secondary school. Research data were 

collected by means of interviews, document, and research notes, and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People with mil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face major choices in marriage and life at the 

post-school graduation stage, and They still need to consult parents through family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their choices. 

2. Like most of the family, they will face the problems of economy, native family 

interaction, life adaptation and autonomous. 

3. It is worthwhile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family and ecological support but excessive 

support and intervention also may cause stress for individuals. 

4. People with mil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lso have ability to setting career goals, making 

choices and expand to families and children.  

Based on the findings, researcher made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eacher, special education 

worker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Marriage,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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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輕度智能障礙畢業生婚姻生活適應之 
個案研究 

 

王若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博士生 

 

摘要 

我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輕度智能障礙學生畢業後，多進入社會生活與職場工作，在進入

成人階段的智能障礙群體，其進入婚姻生的比例雖不高，但由於其個體的身心特質的獨特性，

值得特殊教育工作者進行深入的探究。本研究旨在探討高級中等學校輕度智能障礙畢業生的

婚姻生活適應狀況，研究者任職於北部某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採用個案研究法，選取畢業

於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班的阿榮為研究對象，探究其婚姻生活的適應狀況，並以訪談、

文件資料搜集、研究者札記等方式搜集資料。 

透過本個案的探究發現，輕度智能障礙者的在離校後的階段面臨到婚姻、生活的重大抉

擇，仍需諮詢家長，透過家庭的參與並給予支持其抉擇的信念；而如同一般家庭，同樣會面

臨、經濟、原生家庭互動、生活適應與目標、自主的空間等等的問題，值得近一步加以關注

的是家庭與生態環境支持，然而過度的支持與介入對個體而言，或許也是另一種壓力源；此

外輕度輕度智能障礙者同樣具備生涯目標與抉擇的能力，並進一步從自身擴及到家庭以及子

女。根據以上研究的發現，研究者分別對實務工作現場及後續相關研究提出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字：智能障礙、婚姻、個案研究 

 

 

2019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155



壹、緒論 

我國身心障礙學生透過多元的管道進入高級中等學校就讀，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則以就讀

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班為主，此類學生的教育目標為建立良好之生活習慣與工作態度，培

養自立生活與社區參與，以及提升自我實現與參與社會之潛能（教育部，2019）。基於此，

輕度智能障礙學生畢業後，即進入社會生活與職場工作，而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往往是他們最

後一個就學階段，畢業後已成年的他們，在度過青春期的階段，與一般人一樣同樣有著愛與

被愛的期待，以及擁有男女伴侶、婚姻、成家的權益。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第

23 條即指出，涉及婚姻、家庭、父母身分及家屬關係之所有事項中，消除對身心障礙者之歧

視，以確保適婚年齡之身心障礙者，基於當事人雙方自由與充分之同意，其結婚與組成家庭

之權利能獲得承認，自由且負責任地決定子女人數及生育間隔。基於此，智能障礙成年者的

婚姻與成家的權利，與一般人並無不同；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0 條更近一步規範主

管機關應依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結果提供婚姻及生育輔導等服務。依據內政部 105 年身心障

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指出，15 歲以上智能障礙者人口總數為 89,796 人，未婚者所佔

比例為 80.86%，有配偶或同居者所佔比例為 9.35%，若納入曾有過婚姻經驗者則整體比率為

19.14%，相較於全體國人的婚姻狀況仍有明顯差距，智能障礙者步入婚姻生活組成家庭的比

例偏低，因此這群已婚的智能障礙者的婚姻適應狀況值得特殊教育領域相關工作者做深入的

探究。 

 

表 1 105 年智能障礙者與全國婚姻狀況統計表  

群體別 人數(人) 未婚比

率(%) 

有配偶或同居

者比率(%) 

離婚或分居

比率(%) 

喪偶比率(%) 

智能障礙（15 歲以

上） 

100,896 80.86 9.35 5.84 3.95 

全國（15 歲以上） 20,397,935 34.52 50.81 8.2 6.46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2018）。取自:https://dep.mohw.gov.tw/DOS/cp-1770-3599-113.html 

 

婚姻是兩個家庭的結合，智能障礙者的婚姻，與其原生家庭親屬的認知有所關聯，父母

對不同性別的成年智能障礙子女，有不同的婚姻期待。在過去的傳統觀念認為女性智能障礙

者其生活平安、身體健康比愛情、婚姻更重要；然而對於男性智障者卻希望他們有機會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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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關係，而此差異可能與華人性別角色期待、傳宗接代的觀念有關（林純真，2001）。而

有關智能障礙者進入婚姻生活，過往大眾與社會的觀點大多存在著較為被動、消極、或為了

傳宗接代之目的而有媒妁之言，甚至認為認為智能障礙者缺乏判斷力，缺乏建立有責任的兩

性關係之能力（林純真，2001；陳寶珠，2003；劉淑玉、林鎮坤，2004；王國羽、林昭吟、

張恆豪，2012）。蘇淑惠、林昱瑄（2013）研究則指出智能障礙者往往容易因為認知能力的

限制，被認為不具婚姻、生育、親職等資格。相關研究中亦發現社會大眾（如智能障礙者家

長、教育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等）有半數以上認為智能障礙者具婚姻權利可以結婚，但同時

也有半數以上受訪者 認為智能障礙者沒有生育權利，應該進行節育（張玨、葉安華 1990；

林純真，2010）。 

較於目前法律對身心障礙者婚育權利的重視，過往社會大眾對於智能障礙者的認知多因

其能力的限制而忽視了能為自己所愛與婚姻作主的機會。智能障礙者如同一班大眾，有性的

需求、親密感的需求及想要得到成人應有的尊重，他們和常人一樣都需要伴侶和愛，雖然在

心智發展上較緩慢，仍不能因此否定其情感上的需要（陳寶珠，2006）。然而在尊重智能障

礙者自主與選擇的潮流下，其自身對於婚姻生活的認知程度是否充分且足以承擔？他們對婚

姻的觀點可能是：「結婚有什麼難呢？如果錢不夠？找父母要!」，「不會養育子女嗎？父母

會幫忙！」，在他們的世界裡，「結婚」代表的是兩人相互喜歡，和一般人一樣想經常廝守

在一起，但婚姻裡所需承擔的責任與養育子女的困難，往往沒有在他們的計畫與預期內（陳

寶珠，2006）。 

婚姻關係所涵蓋的層面極為廣泛，不僅止於對婚姻的期待及婚後所建立的夫妻關係，更

涉及兩人心理和生理的需求，及社會文化結構（王行，1998）。不論是一般人、身心障礙者、

抑或智能障礙者，當面臨婚姻議題其複雜性不在於結婚的過程或能否結婚，而是婚姻關係的

經營，以及隨著婚姻關係而來的責任和生活方式、人際關係、 社會角色的調整，是需要時間

和足夠的心智成熟度來處理（李憶君，2002）。彭柑綾（2005）對婚姻適應做動態和靜態的

兩類定義，所謂靜態性的定義是指夫妻雙方在婚姻中應該達到的目標或狀態，如婚姻滿意度；

動態性定義則是指夫妻雙方互相改變態度及行為，以達到他們對婚姻期望的過程。 

婚姻適應（marital adjustment）即是結婚夫妻為滿足彼此需要並達到共同目標，在婚姻生

活各個關係面向，繼續不斷適應和調整的過程（林亞寧，2002），因此婚姻適應是動態而非

靜止的狀態。而影響婚姻適應的因素相關文獻今提出不同的看法，除了 Norman 於 1993 年提

出會造成婚姻衝突適應的主題包括:親密性、基本價值觀的差異、對角色期盼的差異性、權力

的爭取與競爭、金錢、子女、重要的瑣事、婚姻倦怠、物質濫用、外在因素（引自陽琪、陽

琬譯，1995），在其它文獻也提出不同的婚姻適應向度，包含從個人特質因素、婚前及婚後

因素及婚姻期待、性別角色態度等層面區分；以及從衝突議題區分，包含小孩教養、溝通方

式、家事分工、上一代介入、金錢的分配、姻親相處、原生家庭成員間的適應、夫妻間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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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適應等（張思嘉，2001；彭柑綾，2005；劉惠琴，2003）。綜合上述本研究之婚姻適應向

度包含夫妻間溝通、獨立生活、子女養育、金錢收入、姻親相處等。 

智能障礙者再身心發展上較同年齡者明顯遲緩，且在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表現上有顯著

困難者，當這群同時在認知功能以及適應行為能力具有顯著障礙者離校後，進入婚姻生活以

及養兒育女的階段時，其適應狀況為何，值得我們從事特殊教育工作者探究。研究者任職於

北部某國立技術型高中特殊教育班迄今已 15 年，第一年任教的學生至今多年滿 30 歲以上，

歷屆學生返校與老師寒暄之時，往往能聽聞當年的同儕走入婚姻、生育子女等消息，並傾聽

他們分享結婚、生兒育女等甘苦談，然而現今相關研究文獻較少有系統的進行探究，故本研

究欲針對高職特教班智能障礙畢業生的婚姻生活適應狀況進行探討，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高職特教班智能障礙畢業生進入婚姻之過程。 

二、探討高職特教班智能障礙畢業生婚姻生活之概況。 

三、了解高職特教班智能障礙畢業生的婚姻生活與原生家庭之關係。 

四、探討影響高職特教班智能障礙學生婚姻適應之因素。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由於進入婚姻生活的智能障礙其身心特質、家庭生態環境皆有

其獨特性，且個別婚姻生活適應的層面較廣，不易採用全面性的調查方式進行探究。此外學

者 Yin（2014）主張個案研究法使研究者得以對研究對象的真實生活事件進行全面性且有意

義的了解；而本研究欲探究智能障礙者婚姻生活適應狀況，以個案研究方式探究個體在真實

生活情境中的婚應生活適應情形，將更能呈現其真實狀況。 

 

二、研究者、研究對象及研究參與者 

（一）研究者 

研究者為台灣北部某國立技術型高中特教教師，曾擔任特教班導師、特教組長等職務，

目前為特殊教育研究所博士生，曾修習教育研究法與個案研究法等相關課程。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個案阿榮為台灣北部某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班畢業生，障礙類別為輕度智能

障礙，認知功能屬於臨界程度，生活適應功能多能自理，畢業後即與同為特殊教育班的隔壁

班同學小瑜結婚。個案就學階段即有與女性同學有交往的經驗，且會尋求打工的機會，賺取

零用錢，偶而會給祖母貼補家用，但也因此在學業上的表現及出席狀況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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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參與者 

1.導師：為台灣北部某國立技術型高中特教教師，曾擔任阿榮的妻子小瑜的班級導師，對於

小瑜的學習、家庭生態、及適應狀況十分了解。 

2.阿榮的祖母：祖母為阿榮的主要照顧者，由於阿榮父母從小離異，藉由祖母擔負起照顧阿

榮成長的角色，阿榮與小瑜婚後便與祖母共同生活，因此透過祖母除能了解到阿榮與小瑜婚

姻生活狀況，也可進一步發覺祖母在共同生活中的角色。 

 

三、研究工具 

本個案研究，主要採用訪談、文件資料分析、與研究者札記等方式進行研究資料的搜集，

茲分述如下： 

（一）訪談紀錄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擬定訪談大綱，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方式，讓研究對象可以順利表達

出真實感受，以反應研究問題。訪談的對象為研究對象阿榮，以及研究參與者祖母、導師，

訪談前均事先徵詢當事人同意，並充分說明本研究資料搜集之目的後才進行訪談。訪談過程

採取錄音之方式，以便研究者後續進行訪談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二）文件資料 

文件資料包括就學期間的 IEP 及輔導紀錄，並徵詢研究對象阿榮的同意後進行搜集，透

過高中時期的 IEP 與輔導紀錄等文件資料，了解阿榮在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習期間的能力概

況與適應情形。 

（三）研究者札記 

研究者訪談後，針對訪談過程的感受、對研究對象的生活環境之觀察、家庭成員的互動

氛圍，以及在研究過程中持續記錄下的反思、觀點，作為本研究工具的一部分。 

 

四、資料分析與信實度 

（一）質性資料編碼方式 

依據資料選取的對象、方式、資料來源時間進行編碼，例如師訪 1080530-2 為 108 年 5

月 30 日研究參與者導師的第 2 段訪談紀錄；榮訪 1080519-15 為 108 年 5 月 19 日研究對象阿

榮的第 15 段訪談紀錄；祖訪 1080519-29 為 108 年 5 月 19 日研究參與者祖母的第 29 段訪談

紀錄。 

（二）資料分析方式 

本研究的質性資料分析方式，採取階梯式的資料分析方式（張芬芬，2010）由研究者透

過訪談紀錄、與研究對象相關的文件檔案，進行整理、比對，從資料中的文字賦予概念，再

依概念的性質分門別類，形成概念體系統。 

2019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159



（三）研究信實度 

為提升本研究訪談資料內容之信實度，研究者於訪談資料完成編碼後，邀請從事智能障

礙者性別平等議題研究之碩士班研究生，協助檢視編碼與類別之適切性，以提升內容之信實

度。此外亦採多元資料的三角檢證方式（包含訪談資料、IEP 與輔導紀錄、研究者札記等），

以提升本研究之信實度。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一）兩人連結的緣起 

阿榮為高職特教班學生，在學階段即和小瑜結識，雖然兩人分屬兩班，但仍有分組課程

會同班，當時即開始有感情上的連結。 

 

國文課都是在同一組，小瑜常常會教阿榮功課，可能有了這層接觸所以兩

個人後面才更近一步的交往。（師訪 1080530-2） 

 

阿榮從小雙親離異由祖母帶大，而小瑜的家庭環境家庭父母同樣離異，小瑜由父親帶大，

就高中導師的輔導過程發現，小瑜也很渴望擁有愛情。 

 

小瑜真的是很想談戀愛，從高一的聯絡簿就可以看得出來他一直很想談感

情…（師訪 1080530-6） 

 

兩人在同年級與課程同班的機緣下，逐漸的發展感情，小瑜也因為對阿榮情感上的

投入經常至阿榮家住，甚至同房生活，然而即便兩人交往熱烈，但在小瑜父親一直不贊

成兩人的交往，但由於小瑜的堅持即便父親反對仍無法阻止兩人的熱戀。 

 

是女生先住過來就對啦，因為他沒有媽媽…那時候還沒談到結婚。（祖訪

1080519-6） 

 

爸爸一開始是很反對他們再一起的，小瑜會因為爸爸阻止他們再一起，甚

至跟爸爸說他要離家出走…爸爸覺得說不要跟這個男生在一起…。（師訪

1080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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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小瑜得不到父親的支持，最終決定離家跟隨阿榮一同生活，而小瑜的父親也決

定讓小瑜擔負起自己的決定。 

 

他跟爸爸吵了架，在開學後沒看到他到校，…在高三準備要下學期的時候

寒假期間就到阿榮家住了。（師訪 1080530-7） 

 

她女孩子先來我們家裡住不回家。（祖訪 1080519-2） 

 

（二）共同迎接新生命 

小瑜畢業前夕，即到阿榮家與阿榮共同生活，兩人一同在加油站打工賺錢，阿榮的祖母

為阿榮的主要照顧者，也會協助他們打理吃飯。當小瑜發現懷孕時，祖母所抱持的態度是開

放與接納，也因此在祖母的開導與勸說下，讓小瑜先離職，避免工作影響胎兒。 

 

因為懷孕了就，我叫他不要做…那邊油有毒阿，建議不要做，好好在家裡

拉。（祖訪 1080519-29） 

 

雖然兩人在結婚前似乎沒有太多的討論，但是雙方在想法上認為可以再一起一輩子，因

此決定步入婚姻，共組家庭。 

 

就覺得可以在一起，一輩子...就決定結婚…是我先提的…她說好。（榮訪

1080519-15） 

 

孩子的到來仍是兩人步入婚姻的主要因素之一，雖然雙方家庭一開始未必能有婚姻的共

識，但在持續的討論與溝通後也轉為支持，促使兩人決定共庭迎接新生命。 

 

我家人反應是說，太快了…一開始沒有說馬上答應這樣…最後有了小孩家

人才答應的。（榮訪 1080519-29） 

 

他們就跟我講。我就說懷孕又沒關係。反正你一定要把擔當起來。不要打

掉。（祖訪 108051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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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生活打拼奮鬥 

婚前小瑜與阿榮各自擁有穩定收入的工作，但因為孩子的到來，小瑜決定辭去工作專心

孕育小孩，阿榮在加油站工作擔負起主要的經濟來源的角色。小瑜在空閒之餘也會使用網路

直撥販售阿榮抓娃娃機抓到的商品。 

 

小孩現在我老婆在顧…生了之後還是覺得他照顧比較好…我就工作賺錢。

（榮訪 1080519-51） 

 

現在為了小孩子，就暫時先不要工作…想說以後小孩大了去讀書，小瑜再

出來工作了嗎。（榮訪 1080519-811） 

 

他會用直播賣東西…賣我夾到的商品…就是去面交她直播賣的東西。（榮

訪 1080519-117） 

 

為了經濟上有更多收入，阿榮在工作安排上十分的積極，會於職場商量多安排排班的時

數，或是當班表有空缺、同事請假時也願意主動排班以提高自己的收入，但相對的也因此而

犧牲了休假的時間。 

 

我這樣工作……工作到目前一百六十個小時…這樣一個月有三萬五左右。

（榮訪 1080519-130） 

 

在那邊做很久，有六年，別人要幫他忙他也代班。…他們（只工作人員）

有什麼事叫他代班。他覺得想要賺錢。（祖訪 1080519-199） 

 

阿榮在工作職場中深具經驗，也磨鍊出自己的職場生存之道，知道如何安排最有效益工

作方式，雖然在工作能力上阿榮已足以獨當一面，但因為擔心壓力與責任太重，因此不考慮

升值擔任管理層級的職務。 

 

那個站長都交給他管理…那些小孩子（其他工作人員）都是啊榮帶去的，

他們都很聽他的。（祖訪 1080519-201） 

 

他（站長）沒來就我說要管，…有狀況我們就要去處理阿。（榮訪 1080519-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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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油沒了我就要想辦法訂…衛生紙沒了我要想辦法補，水沒了要補水 …都

要自己判斷。（榮訪 1080519-674） 

 

當主管壓力比較大…主管他一個月啊領三萬到三萬四而已。我其實是領比

他多。（榮訪 1080519-708） 

 

（四）小孩的養育與期許 

對於小孩的照顧與養育，阿榮與小瑜一開始也未必十分熟練，但因為懂得尋求外在的幫

助，例如請祖母與媽媽會教導照顧小孩的方法；或是當遇到小孩一直哭鬧時，上網查詢相關

的方法，或是利用小孩回診的時間請教醫師。 

 

就教一點點，就教怎麼餵…覺得長輩（媽媽、阿婆和小瑜的阿嬤）給的意

見有幫助。（榮訪 1080519-277） 

 

…上網查吧，她（會）問醫生。…找嬰兒哭的時候怎麼辦阿，還有洗澡的…

（榮訪 1080519-85） 

 

小孩子哭的時候 …很累、很難照顧啊 …就去問醫生為什麼他一直哭阿。

（榮訪 1080519-100） 

 

…就說可以不可以吃那些一飯阿然後就說可以吃啊…我們就主動問醫生。

（榮訪 1080519-613） 

 

對於小孩的預防保健的事宜，例如時間到了要回診檢查以及打預防針，由於阿榮所選擇的醫

院會事先幫忙作下次回診的預約，所以夫妻兩人依預約回診時間回診即可，阿榮也會配合回

診的時間親自帶母子回診，因此小孩非常健康的成長。 

 

小孩從來沒有（沒有生過病）也沒有感冒過我們都準時打預防針…（回診

時）都約好了（醫院會幫忙預約好）。（榮訪 1080519-632） 

 

（回診）那天我一定排休假（工作時間可以依小孩作息安排 ）。（榮訪

108051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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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倆口雖然是年輕夫妻，第一次為人父母，但是對有關養育小孩需要的物品、飲食、

陪伴以及帶小孩出門要注意的事情，都如數家珍，由於阿榮外出工作賺錢，主要照顧工

作都由小瑜承擔，但阿榮閒暇空檔時間也會陪半小孩逗弄他玩。 

（要買）尿布、濕紙巾、還有一些奶粉…補品（副食品）…稀飯阿。（榮

訪 1080519-451） 

 

（因為他還小）吃東西就（要）用熟。（榮訪 1080519-605） 

 

…小孩一直哭她（小瑜）會跟我講…就安撫她一下就好了 。（榮訪

1080519-192） 

 

我都會跟他（小孩）玩…（小孩的主要照顧）都她（小瑜）顧阿…我都跟

他玩而已 。（榮訪 1080519-192） 

 

…一歲再帶他出門吧…還是要騎機車出門，可能要注意騎機車的安全。（榮

訪 1080519-533） 

 

雖然夫妻倆剛從高中畢業，但也為了小孩的未來開始做規劃，在親友的推薦下，替

小孩購買儲蓄型的保險。對於兩人的想法，這筆儲蓄的錢，未來孩子長大後，可以給孩

子讀書，或者做生意，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也開始構思著小孩未來的生涯發展。即便

夫妻倆目前僅有高中學歷，但仍期待小孩未來能讀大學。 

 

我個人是有幫他買保險、儲蓄險…我表哥正在做保險。他建議我買因為他

小孩子，還有他自己有買。（榮訪 1080519-552） 

 

一個月存五千，對阿，二十年就讀大學了。我是希望他可以讀大學啦。但

是來做生意也不錯啦。（榮訪 1080519-557） 

 

對於養育小孩，夫妻倆同樣會感到辛苦，以及覺得生活被綁住，希望小孩能趕快長大，

夫妻兩人的生活比較不會被綁住，也比較能有自己的時間。 

 

（希望）等小孩子比較大一點的吧，等比較穩定之後吧…有小孩子就覺得

比較累，阿如果小孩長大了就覺得，更完美了。（榮訪 108051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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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婚後的家庭支持 

祖母是主要的支持者，在婚前同住的時候，祖母就會給予他們生活的支持，例如協助接

送他們逛街以及接送小孫子回診，以及提供教養孩子的建議。 

 

有什麼好吃的就煮給他們吃…教他帶孩子。（祖訪 1080519-38） 

 

我說當你媽媽，你什麼不會我都教你…一方面他們要去哪阿婆就帶他們

去…給他們去逛…回娘家也是，我會帶他們回娘家。（祖訪 1080519-40） 

 

我會努力幫他跑腿啦，幹什麼、小孩要打預防針，全部我會幫她跑腿，我

會幫她。（祖訪 1080519-80） 

 

我有教她齁，手機，小孩子睡覺你可以玩（手機），小孩子沒睡覺不要抱

著（玩手機）。（祖訪 1080519-54） 

 

就教怎麼餵，…覺得長輩（媽媽、阿婆和小瑜的阿嬤 ）給的意見有幫助。

（榮訪 1080519-277） 

 

即使阿榮外出工作，祖母仍會不時的到工作職場去探望一下阿榮，看阿榮過的好嗎。雖

然祖母能給予阿榮生活上的多方協助與支持，阿榮並不只想著依賴家人的幫忙，仍有自己獨

立生活的想法。 

 

問問他情況怎麼樣啦。最近怎麼樣拉…沒有煮飯，阿婆買給你吃。（祖訪

1080519-152） 

 

我這樣工作……工作到目前一百六十個小時…一個月收入大概三萬五左

右…（祖訪 1080519-135） 

 

一直想說搬出來住，想要獨立，看是怎麼樣辛苦，會辛苦到什麼程度…現

在覺得還蠻辛苦的，但不會後悔，適應就好。（榮訪 108051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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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姻親的相處磨合 

婚後小瑜住在阿榮家，休閒活動能和阿榮逛街、爬山，阿婆也會幫忙帶他們出門，協助

他們克服交通限制。但祖母的付出與關心，相對的也讓對小瑜感受某種程度上的壓力，在不

知如何如何因應與調適之下，往往以消極的態度面對。 

 

要去逛街要去哪裡阿婆就帶他們去，我就在車上等他。（祖訪 1080519-40） 

 

她動不動就鎖起來阿，不開門阿，就鎖起來阿，就門鎖起來阿。（祖訪

1080519-54） 

 

我覺得女孩子的心態齁 很難抓…動不動就討厭一個人。她都說：我不喜歡

看到一個人，一個人，她不講誰。（祖訪 1080519-100） 

 

此外，阿榮與小瑜也曾因網路遊戲與金錢開銷的衝突，使得小瑜難過之餘帶著孩子回到

自己最熟悉的娘家。對小瑜而言，結婚後在阿榮家生活，似乎缺乏自由感，且因為照顧小孩

往往都只能待在家裡，網路遊戲成為他最常用來打發時間的消遣，也成為了家庭生活的衝突

因素。 

 

有一次她玩手機，他老婆啊玩那個遊戲的…他玩的六七千塊阿…在裡面賭

博啊。（祖訪 1080519-100） 

 

阿榮有打她啊，她就跑回家啊（背小孩包車回去），“為什麼把我玩這麼多

錢?我薪水一下就沒有囉”（指當時阿榮對小瑜說）。（祖訪 1080519-100） 

 

說他每天把她關起來，我們把關起來阿，她家裡就誤會，說欸:你每天把她

關起來，她無聊孤獨，所以才會玩那個（網路賭博電玩）。（祖訪 1080519-122） 

 

說我把她關起來，當個犯人一樣…我這邊很寬，那邊後面有山，那邊很多

路可以走啊可以運動啊，我哪裡有把她關起來…他就這樣子誤會我們。（祖

訪 1080519-124） 

 

即使在生活中有所摩擦，祖母仍會扮演他們夫妻兩人衝突時的和事佬，到小瑜家中勸說，

希望夫妻倆的關係能恢復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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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開車帶家榮去她娘家，我就跟她娘家講，你怎麼可以樣子，你要教你

的孫女（小瑜），幫忙教齁，不行賭博。（祖訪 1080519-122） 

 

（七）邁向獨立的生活 

阿榮一方面想學習自己獨自生活的感受，另一方面由於小瑜與阿婆相處磨合的問題，使

得夫妻倆決定自己搬出來生活。 

 

（我）想要自己學怎麼獨立，自己住的感覺。（榮訪 1080519-297） 

 

夫妻倆除了需照料自己的生活之外，也同時須具備照顧小孩的相關知能，除了一開始有

祖母教導照顧小孩的方法，兩人搬出來住後一切需靠自己，也知道要遵守醫囑的指示回診打

預防針，遇到照顧小孩的問題也知道要請教醫生，或是上網搜尋照顧小孩的資訊。雖然在生

育小孩後兩人才開始學做父母，但是知道遇到問題時要主動求助，且能取得正確的資訊管道，

因此養育小孩的問題多能解決。 

 

上網查吧，喔，她（會）問醫生。找嬰兒哭的時候怎麼辦阿，還有洗澡的…

（榮訪 1080519-85） 

 

小孩子哭的時候 …很累、很難照顧啊 …就去問醫生為什麼他一直哭阿。

（榮訪 1080519-100） 

 

打預防針的時候，就說可以不可以吃那些一飯…我們就主動問醫生。（榮

訪 1080519-613） 

 

阿榮對未來生活有著多元的期待，會希望能買汽車、買車位，並且透過自己的努力，踏

實的存下每一筆錢，逐步達成自己的目標。 

 

繳完之後就要存錢之後就要買轎車…也要買車位。（榮訪 1080519-419） 

 

二、討論 

過往人們對於具有智能障礙身份者，往往具有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在獨立生活的層面缺

乏自我照顧能力，更遑論養育與照顧下一代。對於家長而言，能進入婚姻生活的智能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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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長的觀念大多期待讓智障子女未來有人照顧，或者為它們找個生活上的寄託（陳瑩真、

張美華，2011），卻也容易因此忽略了他們對於情感與愛需求。現階段國內外有關智能障礙

成年者性別議題的相關文獻，多著重於性議題以及性行為的相關教育及支持服務的層面

（Stoffelen, Herps, Buntinx, Schaafsma, Kok & Curfs, 2017; Schwartz & Robertson, 2019; 

McDaniels & Fleming, 2018），在情感方面的著墨似乎較少；而本個案的探究過程中，研究者

發現除了性以外，阿榮更多了一份承擔與歸屬，以及擁有愛與承諾的能力，兩人的婚姻生活

的過程不僅止於性的滿足而是有了愛與歸屬，雖有負擔卻也促使兩人共同持續的成長。 

當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在離校後成人階段，其個體的決定權即受到法律的保障與尊重，而

在婚姻、家長與性的自主決定，在某種程度上相對的也彰顯出智能障礙者取得社會地位認同

的象徵性意義（May & Simpson, 2003）。然而社會對於智能障礙者的觀點，往往不易認同其

婚姻與為人父母的角色，以至於限縮其扮演成人生活角色的機會（Matthew, Aaron Anthony, 

Trisha & Gemma, 2002）。阿榮的婚姻生活角色與功能的展現上，相較於其他同齡階段的青年

者，在家人的支持下能自我設定獨立的目標，除了能做到自我照顧，也能扮演養育兒女的角

色。 

有關婚姻與溝通的文獻中均指出，婚姻溝通與婚姻滿意度有高度正相關（謝銀沙，1992；

陳志賢，1998；林煜捷，2005），甚至婚姻溝通對婚姻滿意度具有預測力（林煜捷，2005）。

而本研究的結果發現，阿榮的祖母與阿榮、小瑜三方在婚姻生活中似乎較缺乏坦誠溝通的機

會，也因此在生活中有許多衝突的狀況，進而影響婚姻的適應以及生活品質。從阿榮與小瑜

高中階段的相關輔導資料中，也發現其過去在人際相處與溝通未如己意時，容易採取逃避或

一意孤行的處理方式，而在離校後此狀況也延伸至婚姻生活中，然而在就學階段未必有過婚

姻溝通的相關教育課程，婚後夫妻雙方也難獲得婚姻溝通的資源協助，因此如何將婚姻溝通

透過性別平等教育或身心障礙特殊需求課程融入課程中，或許是未來可多加著墨之處。 

自從性別平等教育法立法後，在教育主管機關的積極推動下，身心障礙學生性別平等教

育得以持續推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及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中，也規範有關

婚姻與生育輔導措施，使身心障礙學生即使離校後，具備有接受專業人員的協助有關交往、

性教育、性諮詢、婚姻諮商、生育保健及親職等諮商輔導及協助服務之權益；然而現階段有

關於心智障礙者性議題的政策、專業工作者與專業知能仍有待充實（林純真，2011；梁美容，

2015），從阿榮的經驗中亦反應出此一現象，大多數的協助與資訊仍來自家庭，或者醫療單

位，上述的各項婚姻與生育輔導措施不易取得，專業人員與支持從何處尋找，仍是有待克服

的一大難題。 

從阿榮的婚姻生活的訪談中，可發現影響其適應狀況的因素，包含了經濟收入的穩定性、

生活適應的能力、生活目標的掌握、周遭環境的支持外，在姻親與家庭互動的和諧層面，也

是影響較為顯著的部分。姻親是婚姻的重要支持力量，左右著婚姻生活的自主與發展（許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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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王秋霜；2009），從阿榮婚姻生活的探究中，有關周遭家庭成員的支持與與協助，某程

度上給予其雙方婚姻適應上的助力，然而另一方面對當事人而言，或許也造成相處的壓力，

例如小瑜對阿榮的家感到陌生，即使阿榮的祖母願意提供多方的協助，小瑜對於自己家庭生

活作息仍有自己的想法，過多的介入與建議或許反而限縮其自主空間，如何不以障礙的角度

取得姻親家庭相處的平衡點，或許是未來面對障礙者婚姻與獨立生活時的重要課題。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輕度智能障礙者雖然在認知與適應能力所有限制，但透過教育的過程仍可促進其獨立生

活自主，在離校後的階段面臨到婚姻、生活的重大抉擇，仍需諮詢家長，透過家庭的參與並

給予支持其抉擇的信念。以此個案為例，其進入婚姻生活主要緣起於懷孕而進入婚姻生活，

當面臨到為人父母、教養子女的層面，如何給予輕度智能障礙者抉擇與承擔的學習，也是成

人階段的重要學習課題。 

當進入婚姻生活後，輕度智能障礙著與一般家庭一樣，會面臨、經濟、原生家庭互動、

生活適應與目標、自主的空間等等的問題，而值得近一步關注的是家庭與生態環境支持對於

智能障礙的群體雖是重要的，但家庭過度的支持與介入對個體而言，或許也會產生另一種壓

力，如何取得其中的平衡點考驗者每個家庭的智慧 

在學階段教育工作者需持續透過教育的過程，培養學生訂定並追求自己的生涯目標，以

促進輕度輕度智能障礙者生涯抉擇的能力，並進一步從自身擴及到家庭以及子女。在現今注

重人權與障礙者權利的潮流中，除了學校教育階段外，在離校後的社會教育仍需持續得透過

其他相關單位與資源的培力（empowerment）機制，逐步賦予輕度智能障礙者成為完整的社

會人，增進其家庭與生活的功能，讓他們不再因障礙身份而被標記，而是自然而然的融入於

社會中，並促進其生活品質。 

 

二、建議 

（一）對實務工作之建議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往往是智能障礙學生進入社會前的最後一個學習階段，在學期間須持

續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家庭教育等議題，以協助其連結離校後的獨立生活。透過本研究可以

了解到，智能障礙者的婚姻適應仍有支持的需求，但現階段相關支持仍多屬被動式的方式，

須由當事人主動探尋才能有支持資源的提供，對於認知功能較為嚴重或適應能力較為不足之

個體較為困難。因此相關單位若能建構出主動積極的支持系統，將有助於進入婚姻生活的智

能障礙者提升其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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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以一對智能障礙青年夫妻為個案探究其婚姻生活適應狀況，未來可進一步尋找更

多進入婚姻生活的智能障礙群體，以探究他們婚後的適應狀況，了解其所需的相關支持需求

以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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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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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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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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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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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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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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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