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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Applying Physical Sensation Exercises to Enhance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Exceptional Children:  

A Case Study on Down’s Child 
  

Chia-Wei Lee 
 Graduate student,Graduate Institute Arts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School of Culture Resource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 
Abstract 

Our human bodies are the fundamental tools in exploring the world. “I am my body.” quote the French 
philosopher Merleau-Ponty “Body movement” is a way to start the sensory perception. Everything relating 
to our body begins from the sensory perception. “Body” as a medium is to feel and to obser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e others, therefore, getting to realize the existence of “Myself” and 
create interactions, later, develop the “game be” havior pattern. Human beings learn to communicate through 
play, and creativities are the keys to improve the social skills for people.  

The researchers themselves are body educators who are committed to research on how the physical 
perception reflects o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Therefore, a series of art 
integration courses are designed, mainly using "body" as a foundation to explore the child's ability to 
perceive the body. Situational guidance allows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 to learn how to use the body, 
and to learn the experience of life with the “body”.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 to create knowledge, 
lear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knowledge, enhance the experience of life and interact with the surroundings, 
and facilitate the developing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for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  

Case study research method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 are adopted in this research. Through 
observation, interview, document data analysis, cross comparison, as tools for discussions and analysis. Two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 are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stage 
curriculum, “pre- training”, “regular courses” and “Summer Programme” will enhance the value of the 
research and indicate the purpose precisely.  

Results found in the case studies and practice, developing the body sensory ability of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 through “GAMES” can stimulate their ability of thinking in life. They try to express their 
creative thinking from transforming body memory to experience and create the interaction with other 
children. Reports on the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show, with the lead of the curriculum,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 are capable of expressing themselve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people. If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 can be taught to use their “body” as a learning tool in a long-term curriculum, they 
could gain the social skill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and continue to make steady progress and continue learning 
throughout life if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  
Finally, the researchers discussed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nd adviced to schools,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families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Special Educ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Down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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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感知運用於特殊兒童人際關係之研究： 
以唐氏症孩童為例 

 
李嘉偉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摘要 

人類的身體是認識世界最基礎的工具，法國哲學家 Merleau-Ponty 說道：「我即我的身

體」。「動身體」是打開感官知覺的一個方法，感官知覺是身體的一部分，所有的起始點，其

實是從身體出發的，其以「身體」來感知一切，能夠察覺自我身體與他人的關係，才能知道

「我」的存在，進而創造互動，才能進一步創造「遊戲」的行為模式，人類在遊戲的行為當

中學習溝通的方式，而富有創造力的展現是人類互動及人際的關鍵。 
研究者自身為身體教育工作者，試圖摸索特殊孩童身體感知能力及人際關係之影響，故

設定一系列藝術統合課程，主要以「身體」作為發展，探討唐氏症孩童對於身體的感知能力，

透過情境式引導讓唐氏症孩童學習身體的運用，並能夠以「身體」來學習生活上的經驗，經

驗的轉換以創造知識，學習創造知識的過程，增強生活的經驗並與他人互動，最後達到唐氏

症孩童的人際發展。 

採取個案研究法以及實踐取向研究法，以此兩種方法作為本研究的研究方法，透過批判、

觀察、訪談、文件資料分析，交叉比對，作為研究工具進行探討及分析，以台北市 C 國小特

教班兩位唐氏症孩童為研究對象，實施三階段、「前導課程」、「正式課程」及「暑期課程」， 讓

研究的內容凸顯其價值以及更加精準的陳述。 

經由個案研究以及課程實作發現，以「身體」開發唐氏症孩童的感知能力，可激發孩童

在生活上的思考能力，其嘗試以身體記憶轉化經驗衍伸出創意思考，最後能與他人互動的可

能，研究中的訪談及觀察，發現唐氏症孩童能透過課程引導並與他人溝通及表達自己的情緒。

若是能夠長期教導唐氏症孩童以「身體」作為學習經驗的工具，應能夠讓唐氏症孩童學習與

他人互動與人際關係。 

最後，研究者根據研究的結論進行討論，，並針對學校、特教教師與家庭給予建議，以

作為日後未來研究之探究參考。 

 

關鍵字：身體教育、特殊教育、人際關係、唐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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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從自我的身體認知到接觸唐氏症孩童的相關歷程，在研究所課程所進入藝術統合課程教

學進而讓研究者接觸對唐氏症孩童，引發研究者進行個案研究動機之述說： 

（一）身體與生活的關係 

研究者從事身體教育工作，主要都強調於身與心的平衡發展，此觀念相信身體如同與生

活接觸的媒介，應透過某種方式引導並且開發，才能完整的透過身體讓自我完整的與生活共

處。 

（二）藝術教育的經驗 

雲門教室所採用的引導式教學法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達到孩童對於身體與自我的創造與

想像，研究者在教室中實際的觀察，透過媒介的觀察刺激、模仿至自我延伸的創意，是能激

發兒童個人潛能、內在感受表達與創意肢體表現，行動、思考延續至改變，在身體課程是重

要的是互動的過程，也是讓孩子創造自我想像的開始。 

（三）台北市中山區 C 國小特教班歷程學習 

進入 C 國小特教班，與特教班的導師訪談後得知目前 C 國小特教班的上課方式為一般中

小學課綱為主，但需保持彈性適合特殊教育學生身心特性及需求，研究者發現在進行藝術課

程時，都是需要小孩看著老師進行模仿，並且需要多的輔助與關心，尤其唐氏症的孩童，因

學習障礙之影響，更無法投入課程其中。研究者發現唐氏症孩童對於身體的基本概念是薄弱

的，孩子們因有某些動作需要由特教老師作為輔助，對於同儕之間也影響到互動的部分，在

人際關係上也減少了人與人交流接觸的機會，在身體的感覺層面來說是需要他人的示範與照

應。肢體語言是為溝通的媒介之一，研究者觀察到讓特殊兒童學習肢體溝通的方式，也讓生

活經驗帶入肢體開發中的一環，讓唐氏症孩童在對應自我與對外在的關係上能否得到平衡。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問題 

研究者在探索台灣特殊教育環境、政策以及自身涉入 C 國小特殊兒童教學情境，唐氏症

孩童如何在藝術統合課程的過程中因應產生以下問題意識： 

1、唐氏症孩童在課程教學中，自我感受以及身體感知的提升之影響為何？ 

2、身體教育課程對於唐氏症孩童的人際關係之影響為何？ 

3、藝術統合教學教案對應唐氏症孩童之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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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問題意識，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瞭解身體感知能力對應在 C 國小特教班的孩

童，是否能夠影響孩童的人際互動關係，研究者希望從特殊兒童的身體感知能力提升、教案

內容以及教學方式讓特殊兒童實質上得到吸收、特殊兒童透過身體改善人際關係，根據研究

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1、身體感知 

以身體課程為基礎，探討唐氏症孩童對於知覺的感受能力探索之影響。 

2、人際關係 

探討身體課程對於唐氏症孩童與人互動的改變。 

3、教學方法及課程教案 

探討身體藝術統合教學教案對唐氏症孩童之影響。 

 

三、研究限制 

（ㄧ）研究對象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探討身體教育之觀點如何影響研究對象自身的內在發展，故以現行特殊教育法

裡的課程發展以及教學方式進行。對課程的安排上主要目的為認識身體，透過認識身體，讓

兩位唐氏症孩童了解身體應該如何適當的運用，讓身體回歸到本體上，實際達到身體為工具

的概念，在學會運用工具後，更進一步將生活事物帶入，達到身體學習之能力，人際互動作

為目標，同時也讓孩童自我理解運用身體的方法，與生活做連結，創造出人、身體及生活的

密切關係。研究者在尚未進入特教班之藝術統合課程前，因對於特殊教育是否能夠帶給孩子

有自主思考之能力存有疑慮。在參與 C 國小的特教班藝術統合課程，則以身體作為基礎，整

體課程安排在進行主要課程之前皆會有十分鐘靜心活動，由班級導師帶領，讓孩子能夠在這

十分鐘內能夠調整好狀態。在進入主課程，老師透過靜心活動能夠觀察到孩童的情緒與生理

狀態，但實際狀況因孩童本身家庭狀況不同，會有遲到、專注力不集中等狀況發生，故再進

入主課程時，會有較慢投入課程之狀況，因而受到影響。研究者因觀察時間較短，需透過其

他觀察者的輔助，藉由訪談記錄等，讓補足研究者本身觀察時間與限制。 

貳、文獻探討 

一、唐氏症孩童的身體發展 

針對唐氏症的發展，不難發現過往對於唐氏症認知為疾病，並且以研究大於著重發展，

而在現代教育當中也開始逐漸注重唐氏症的個人發展，以特殊的教育方式，讓孩童能有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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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重新認知，唐氏症的身體，或許也不再是受到限制，應透過良好的引導，用他們的角度

出發，才能讓有不同的發展與認知。 

 

二、身體感知與 Merleau-Ponty 的身體思維 

（一）身體感知 

Merleau-Ponty 也提出感覺體驗是一種生命過程，也是生殖、呼吸或成長，若是能夠打開身體的感

覺，覺察身體所接觸世界給予的，就能夠瞭解感知的定義為何。世界本身，大致可定義成全部可知覺

物、作為萬物之物的世界本身，也不應被理解為數學家或物理學家所言意義上的客體，即包含所有局

部現象的唯一法則或被一致證明的根本關係，而應被理解為所有可能存在的知覺的普遍風格。身體，

是「獻身給世界的主體」。知覺經驗沒有身體，就無法實際地茂生，因為身體是一種實際上的存在，

它與自然世界的聯繫，讓物體的不透明性各得其所，讓知覺的本質重新返回實際此處的存在，而不是

理性意識的決斷，也不是理性主體讓外在事物一切透明化，截斷物體與身體的實際連結。 

（二）身體與生活的關係 

余舜德（2015）提到「身體感的日常性」從習癖解釋身體對應於日常生活當中的存在視

為理所當然，只需要獲得基本的滿足，好似人類的基本需求，屬於常識的範疇，因而幾乎不

具有任何特別注意的意涵，只是又如此深入形成日常生活的慣習，以致稍微的改變或暫時的

缺乏，都容易導致我們的生活出現顯著的問題。習癖的養成主要經由身體感與日常生活實作

的密切結合，以致於我們常無意識地透過實作體現。 

 

三、Maurice Merleau-Ponty 的身體思維 

Merleau-Ponty 推進了法國哲學家對 Descartes 二元論的批判，最後建立身體現象學。楊

大春《梅洛龐蒂》（2003）曾說，Merleau-Ponty 所發展的身體現象學當中，以身體的主體性

與空間的關係為主要的核心述說。身體，是梅洛龐蒂哲學發展的核心。而身體是向世界開放

自身的，Merleau-Ponty（1945）曾在《知覺現象學》中探究吾人身體的現象挑戰了傳統概念

對主體與客體的區分，對客體性來說，身體，已經超出了主體性的範疇，它不僅是生物學上

視身體為生理結構的客體，也是經驗中的我作為主體性的媒介，開放吾人身體給世界的媒介。

我的身體不是作為客體的身體，而是活生生的身體 (corps vecu;lived body)。活生生的身體就

是當下這一刻經驗中的我的身體，當下這一刻的存在。 

（ㄧ）身體為主體 

Merleau-Ponty(1945)述說身體為每個人主體，應該是由個人經驗與意識與外在環境所形

成的主客關係，也因此個人經驗也就是主體所必要形成的基礎，對人來說，感知世界的主體

就是身體，故回到先前所討論，身體主體性也為身體感知做了驗證，藉由主體的經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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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身體感知，如同所描述身體圖示的理論不言明地是一種知覺理論。我們重新學會感知我

們的身體，我們在客觀的和與身體想去甚遠的認識中重新發現了另一種我們關於身體的知

識，因為身體始終和我們在一起，因為我們就是身體。 

 

四、Donald W. Winnicott 的遊戲思維  

遊戲對於人來說，是自然而然的行為模式，也是成長的必要過程，Winnicott（1970）提

到遊戲是普遍存在的現象，而且跟人的健康有關：玩遊戲促進成長，所以也就促進健康：玩

遊戲也促成團體關係；接著，玩遊戲可以是心理治療的一種溝通形式；最後，精神分析發展

成一個高度專業的玩遊戲形式，有助於個人跟自己與跟他人溝通。Donald W.Winnicott 曾在《遊

戲與現實》（1970）提到： 

遊戲是個體驗，是有創意的體驗，而且還是將時空連續成一體的體驗，也是生存的

一種基本形式。遊戲的不確定性來自一個事實，那就是它總是處在主觀與客觀理解

之間這條理論界線上（朱恩伶譯，2017，95）。 

玩遊戲時，孩童才有創造力，也才能展現出整個人格；並且也只在有創造力的情況下，

個人才能展現自我。跟這一點環環相扣的還有一項事實，那就是，人只有在玩遊戲時，可能

溝通，而在遊戲的過程當中，透過觀察與引導，達到教育之目標，主要來說的目的就是，遊

戲的溝通，教育的引導，以此的方式，相互影響。但先前專家都是以一般孩童作為論述，那

對應於唐氏症的孩童呢？對於唐氏症孩童是否可以達到身體感知能力的效果或是增進人際互

動的關係嗎？遊戲中的經驗則是需要透過引導，才能讓唐氏症孩童從中發現與學習，並且能

夠讓唐氏症孩童學習社交的行為模式。唐氏症孩童對應於身體為主體以及空間的概念較弱，

若是無法透過身體的能力學習，讓孩童透過身體學習，並且在過程當中，學習到溝通以及同

儕互動，這樣的過程，是不是能夠實質達到唐氏症孩童的人際關係的改善呢？Merleau-Ponty

認為身體為感知世界的一切，能夠察覺自我身體與空間的關係，才能知道「我」的存在，進

而創造互動，才能進一步創造遊戲的行為模式，Winnicott 的遊戲思維說明人類在遊戲的行為

當中學習溝通的方式，而富有創造力的展現是人類互動及社交的關鍵。 

 

五、身體感知、遊戲與唐氏症孩童人際互動的相互關係 

遊戲對於孩童是無意識的行為，由外在的世界影響到內在的想像，一般的孩童對應於遊

戲能夠創造想像以及同儕互動等，但唐氏症孩童個性、情緒與家庭教養方式不同皆會相互影

響，則會影響到同儕與他人的社交關係，王欣宜教授曾在《智能障礙學生之社交技巧訓練內

涵分析》（2006）將社交技巧的定義解釋為，社交技巧是個體表現出與他人互動，並為他人所

接納的適當的口語及非口語行為，而且社交技巧是可以學習的，如個體的社交技巧有缺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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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過多，都需要介入處理，以使個體的行為能為他人所接納。可以理解在唐氏症孩童所面

臨的無法感知自我的身體進而無法與他人互動，若是能夠透過遊戲來帶入身體感知的開發，

進而來創造與他人互動的可能。遊戲中的經驗則是需要透過引導，才能讓唐氏症孩童從中發

現與學習，並且能夠讓唐氏症孩童學習人際互動的行為模式。唐氏症孩童對應於身體為主體

以及空間的概念較弱，若是無法透過身體的能力學習，讓孩童透過身體學習，並且在過程當

中，學習到溝通以及同儕互動，這樣的過程，是不是能夠實質達到唐氏症孩童的人際關係的

改善呢？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實踐研究及個案研究作為質性研究。質性研究方法的實踐研究過程，探討特

殊孩童在課程學習之歷程，從課程中觀察孩童身體學習及人際關係之轉變，進行實踐過程當

中所產生的內容作為分析，Lather (1986)倡議「實踐取向研究典範」作為方法論之初，並未提

出配套「研究方法」，研究者將「實踐取向」與「個案研究」兩個方法，列為主要的研究方法。

課程實施融入藝術統合的探究，透過實作與觀察，探討身體感知對於唐氏症的人際關係之影

響。 

 

ㄧ、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以 C 國小特教班唐氏症孩童作為出發，依學習內容的執行方案，探討唐氏

症孩童的身體感知以及身體能力與人際發展之關係，詳見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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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實踐取向之意涵 

 1、研究過程即批判探究 
教學實踐研究主要是以解決教學情境中的實際問題，試圖藉之改進本身的教學、促進學

生學習的一種研究行動。因此，教學實踐研究是一個明確、開放的研究架構，鼓勵教師檢視

教學活動背後所潛藏的假設，擴大教學所注意的焦點，藉以增廣探究範疇、建立多元的觀點，

並儘可能地針對資料（研究材料）隨時進行反省思考，藉以提高在教室中對師生互動及相關

事物的敏銳度，作為改善後續教學實踐的參考指標，並且不斷檢視研究發現的效度及實用性。

考量理論和實務的連結，教師可藉由教學實踐研究過程，進行批判性的辯證思考和循環性的

自我對話，結合「理論」與教師個人的「經驗」，來調整修正教師認為理所當然的理念或 理

論的不切實際觀點，以縮短理論與實際的差距，激發出具體有效的行動策略來改進課程與教

學（甄曉蘭，2003）。 

2、研究者即熱情學術批判者 

Morgan （1983）提出「研究即介入」（research as engagement），強調研究是研究者和

研究參與者的互動歷程，為整體的一部分。在探究過程中， 研究者無法置身事外，透過「研

究即介入」取代強調價值中立的研究取向。實踐取向研究者從來不是冷眼旁觀觀察者和評價

者，而是具承諾並致力改變現況、心存熱情的學術探究者，由熱情中將實踐取向研究引導成

為「自我反映研究典範」（夏林清，2014，81-88）。 

 

（二）本研究之程序與做法 

根據以上論述之實踐取向與個案研究方法，運用於本研究探討身體感知運用於特殊孩童

社交關係之研究－以唐氏症孩童為例之影響歷程，主要將身體感知所衍生之教案實行過程，

以現行特殊教育所採用的方式作為比對，特殊教育當中所採取的是以生活經驗為核心，並以

孩童的自主思考為出發，故以實踐取向之研究過程作為探究身體感知的教學過程是否能夠在

特殊教育有時行之可能。唐氏症孩童的將會以 C 國小特教班兩名孩童為個案，主要定義唐氏

症本身在於特殊教育之現況，蒐集孩童在實行身體感知教案時所產生之現象，接著進入人際

關係探討，以觀察者詮釋之紀錄，瞭解孩童自身的變化，最後統整資料，分析結果與探討。 

就內容來看，任何主題都可以涵蓋在下列四類問題當中。 

A. 經驗／行為問題。這是有關該人做或已經做了什麼的問題。係在獲得被詢問人的有關經

驗、行為、行動和活動的描述。 

B. 感受問題。人們心中的看法，對發生在他們身上或周遭的事物的一種自然情緒反應。 

C. 知識問題。不是意見、感受，而是一個人對問題瞭解的事實程度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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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感官問題。指受訪人眼見、耳聽、鼻聞、觸摸到、品嚐到了些什麼的問題。 

課程設計以上四個項目觀察項目，讓活動皆能清楚目標性，利於觀察唐氏症孩童在課程

當中，身體覺察與人際關係間產生的變化，也讓教學者及觀察者能做詳細之細節觀察。 

 

（三）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為身體感知作為核心發展，研究者以從此核心概念延伸出的教案，研究者因觀察

範圍有限，故參與研究將會有三位觀察者的角色進入，以三角驗證法作為本研究的資料分析

之手段，胡幼慧（民 85）指出，當一項研究中融進一種以上的方法時，它便是採多元方法

（multimethod）來收集資料。其主要目的提升本研究的準確性並修正實驗設計架構。 

三角校正法的使用，在於利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以蒐集不同來源和型態的資料，以減低研究者

的偏見（吳芝儀、李奉儒譯，民 84）。 

本研究參考三角檢證，運用三角檢證的方法，參與研究團隊有四個面向，為了讓本研究

資料客觀且中立，共邀請家長、專家，觀察者以及參與者，給予研究者具體與詳細的建議，

詳見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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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與期程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由實務教學、觀察紀錄與訪談紀錄，進行分析研究以了解唐氏症孩童身體感

知發展社交關係，故擬定研究流程如圖 3-3。 

 

（二）研究期程 

依據研究架構及流程，將研究階段依月份排定。以甘特圖（Gannt Chart）表示之研究期

程進度，從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6 月，歷時約 1 年 10 個月，研究課程實施時間為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間約為 C 國小 106 學年度上、下學期及寒、暑假課程，完成如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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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教案大綱 

本研究之教案大綱如下，分為周次、活動探索及發展活動為說明，課程目標為讓唐氏症

孩童從了解身體開始，課程安排會以系列作為單元，共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時，運用

大自然的元素，先讓孩子認識身體並且熟悉彼此及探索，目標為加深後續課程之鋪陳；第二

階段的正式課程，因團體課程為主，故除了兩位唐氏症孩童以外，還會有其他孩童參與，在

設計教案以全體特殊孩童為主；在第三階段以兩位唐氏症孩童為主，並以加強人際互動作為

核心發展，讓不同的參與者與孩童在課程能夠互動，並且開始運用身體延伸創意，對應於生

活之聯想，完成活動，透過發展活動，讓唐氏症孩童能夠與他人互動，加強口語的練習。 

課程單元階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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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活動探索 發展活動 

第

一

階

段 

一 
至 
三 
週 

以「硬」跟「軟」的課程複習，並加

上「輕」的質地，讓這三種不同質地

做整合，引導孩子感受與生活之關

係。透過力度、空間的變化，想像自

己和生活經驗（大自然）的連結，過

程也會讓孩子們有所接觸，互相去學

習與欣賞同儕之間的創意思維。透過

觀察的方式引導孩子身體動能的變

化。 

動：訓練孩子的基本體能 
靜：練習孩子的創意思考訓練孩子與同儕之

間彼此的互動關係。 

四 
至 
六 
週 

本單元以「風」為單元主題。就「輕」

的課程複習，透過布料的觸摸，加上

身體造型與移動，引導孩子建立身體

與生活的關係。並透過群體互動，欣

賞同儕間的呈現。布畫課以胚布做拼

貼及繪畫的創意勞作，彩色碎紙片的

拼貼，建立孩子在手部運動與扇子交

互的使用及圖像繪畫的創造力。 

透過手部運動拋與灑的動作，讓彩色紙片散

落於布上形成作品。 
藉由完成的作品啟發感官及表達能力。 

七 
至 
九 
週 

以「節奏」讓孩子們嘗試穩定的速

度，運用音符節奏當作媒介，加上身

體造型（機器人行軍、立正、擺動加

上創意造型），並且帶入生活經驗（交

通號誌的概念），引導孩子建立身體

與生活的關係。接著欣賞同儕間的呈

現。最後以手作沙鈴（沙子及綠豆）

加上裝飾，讓孩子們嘗試運用不同的

媒材發出的聲音，建立孩子對於不同

聲音的感受以及協調的能力。 

透過引導訓練孩子的聽覺的辨別能力、身體

的感受及協調能力。 

十 
至 
十

二 
週 

以自製偶為單元主題將前幾堂使用

過的牛奶手鼓，胚布裹手鼓的作品繼

續延伸發展。複習統整音樂節奏、身

體動能、口語表達的能力。 

統整孩童身體的能力，聽聲音，表現身體節

奏感，手操偶的專注力，再加入一些語言的

表達。   

第

二

階

段 

寒

假

課

程 

藉由跳房子的遊戲帶入幾何圖形，讓

孩子認識自己的身體部位以及用身

體辨別形狀的差異性，並且讓藉由形

狀的認知去了解生活上的連結。 

讓孩子發揮創意肢體、瞭解自我與他人合作

的不同關係，並且加入身體與生活對應想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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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分析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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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至

三

週 

學習箱子的堆疊、排列的概念。運用

肢體做出各種移動方式，瞭解身體與

空間的關係。  

讓練習孩子體能與協調能力，並讓孩子瞭解

身體與各式形狀的關係並他人合作。透過視

覺的觀察，感受堆疊紙箱空間不同的概念。 

四

至

六

週 

加深孩子了解箱子空間的概念。讓孩

子觀察生活的事物，透過身體表現造

型加上雙人合作造型。 
透過生活的事物，訓練孩子的觀察能力。 

七

至

九

週 

藉由音符讓孩子們認識聲音的變

化，以身體做出節拍以及不同速度的

動作並且發出對應速度的聲音並且

加入移動軌跡。 

透過生活的事物，訓練孩子的觀察能力並且

能夠對應身體，訓練孩子的身體能力。 

十

至

十

一

週 

藉由音符讓孩子們認識聲音的變

化，以身體做出節拍以及不同速度的

動作並且發出對應速度的聲音，配合

軌跡的移動，並加入語言展開與人的

互動。 

透過生活的事物，訓練孩子的觀察能力並且

能夠對應身體，訓練孩子的身體能力，結合

語言展開對話能力。 

第

三

階

段 

暑

假

課

程 

運用繪本故事書《好餓的毛毛蟲》的

元素，瞭解毛毛蟲的爬行、練習不同

的肢體造型、與他人合作的關係，並

且最後做出創意舞蹈。 

練習肌耐力以及與他人合作完成創意造型

及口語練習，並且讓孩子發揮創意，學習創

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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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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認知科學研究教授 Margaret A.Bodenh 曾在《皮亞傑》（1990）提到孩子持續在增加

的身體統合對於牽涉到身體控制的感覺動作基膜而言，將扮演結構的基礎角色，而使個體達

到原有智慧的成就。特殊孩童如果能透過「動」的方式瞭解身體的運作，也能從身體運作的

經驗當中對應至生活當中，這乃是身體學習運用至特殊孩童教育的核心架構。 

 

（二）引導式教學 

在引導式教學，研究者帶領教學活動有三個步驟：第一步驟特殊孩童要如何「動」。在孩

童尚未了解認識身體前，並無法透過一般口語來對應其身體部位，需要透過彼此的互動，了

解孩童的生活經驗，再逐一給予指令。此時「引導」就極為重要，而引導並非我們日常生活

中自身所理解的方式表達與溝通，需要以孩童的角度思考引導的溝通方式。第二步驟建構「遊

戲」平台。在孩童成長歷程，不論任何區域，遊戲都是成長過程的共同經驗。Winnicott（1970）

提到人只有在玩遊戲的時候，才能進行溝通，這也說明運用遊戲的方式引導能讓孩童完成指

令。Piaget 表示，遊戲其實是把「新學習行為的專精與鞏固」都統合起來。研究者在教學成

發現，孩童在動態的遊戲中，其「行動」已內化在身體經驗。Sutton-Smith 曾說，孩童常會在

學了一個新舉動後，開始不斷地反覆練習，直到這項新舉動已成為自身的一部分（郭靜晃譯，

2000）。Piaget 在「認知發展論」提出遊戲不盡然相同於學習，遊戲不需要調適一個人原有

的認知結構到現實層面。但研究者認為遊戲統整曾經學過的肢體律動以及心理認知的行為（吳

幸玲、郭靜晃譯，2003）。這即是研究者認為遊戲律動也是課程設計的重要一環，遊戲同時

加強了孩童發展新經驗，及面對這世界的可能性。 

 

（三）創意延伸 

研究者的第三步驟：創意延伸。透過反覆的練習，從「動」到「引導」，最後讓特殊孩童

能夠達到自己的想像與創意，Winnicott（1970）認為人在遊戲當中，能夠有創造力的產生，

也只有這樣的創造力，才能展現出自我的人格且個人能夠發現自我，而其意義則是先能夠認

識自我，才有機會去探索世界，課程當中的互動是鼓勵特殊孩童表現自我，藉由練習，也能

勇於表現自我的可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王文科博士在《認知發展理論與教育》

（1993）提到 Piaget 曾說：「教育的目的，在於教導孩童為自己思考，不在於授予孩童基本

的觀念」。Melanie Klein 曾在《兒童精神分析》（2005）提到，孩童藉由遊戲和玩耍，以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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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表達出他們的幻想、慾望及真實的經驗。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也發現孩童在遊戲中所呈

現出來的幻想，在經過持續詮釋之後，會變得比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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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發現，必須透過學習，或是不斷重複練習的知識，我們稱為經驗知識（experiential 

knowledge），學習過程中孩童將體會到的感受，不知不覺變成個人的思想或是創意，事實上

「遊戲帶入生活」也是如此應用，孩童藉由模仿與思考，在遊戲中激發想像與創造力，不僅

擴充生活經驗，也在互動中學習與他人相處的方式。透過遊戲中學習累積的經驗，從遊戲中

創造不同的情境，同時也是教育孩童：「當面對問題時，如果解決問題的能力，去達到自我

有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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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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他人互動 

（ㄧ）積極與主動 

Winnicott（1970）曾提到遊戲必須是自發的，而不是順從或勉強順從的。玩遊戲時，而

且只在玩遊戲時，孩童或成人才有創造性力，也才能展現出整個人格；並且也只在有創造力

的情況下，個人才能發現自我。C.Kamii 認為，提供孩童交互作用的作家環境在教室。他指

出，Piaget 堅信兒童之間的合作，以及兒童與成人間的合作，對於孩童智能的發展，同屬重

要（王文科，1991）。孩童若缺乏觀點相對性的機會，自然會停滯在自我中心的觀點。為達

成同儕與成人的交互作用，以發展學習者智能的客觀性與道德的相互性，教師在教室中以鼓

勵孩童討論請分享課程當下的想法，彼此對不同的觀點，坦誠交換意見並溝通。 

課程中老師應以開放方式去教學，而不是制式化。了解孩子的思維模式，老師在實驗，

學生也在實驗，要有自覺去調整課程，就會幫助到特殊兒童的身心狀態，在帶領中活動一定

會有主觀的想法，但要有更多的衝突，孩童會產生更多的可能，不論是身體或心理，且積極

的參與課程，當一位老師常提出為什麼時，已經有很多主觀的想像，批判性思考是重要的。 

研究者在嘗試讓孩童與同儕或是他人的合作完成造型時發現，孩童主動地接受多樣化潛

在刺激活動的挑戰，從簡單至複雜，試圖使孩童產生統整，發現概念和意義間的連結，產生

可理解的感覺及欣喜的狀態，孩童將會完成積極與主動的表現，活動中孩童相對的產生出過

程當中滿足感。  

 

（二）透過遊戲，特殊孩童與他人互動之關係  

研究者在第三階段課程五堂課以繪本為主軸，建立孩童人際互動的過程發現，孩童

應有問題意識，察覺自己在生活、學習或人際互動產生的問題，需要找「跟過往不一樣」

的新方式來解決面對問題。內在好奇新引發孩童想嘗試「這麼做會怎樣」的動力。 

Winnicott（1970）曾提起遊戲的存在完全取決於生活體驗。遊戲本身可以提供孩童釐清

他們的個別需求，以及提供成人探知的管道。Janet Moyles 提起，教師所提供的遊戲機會，提

供更具意義與目的的社會化（段慧瑩、黃馨慧譯，2000）。戲劇扮演往往也會導致孩童的孤立

（Sutton-Smith,1986）。 

研究者認為，以情境學習方式，練習互動應對，透過與成人間的互動，能幫孩童習得彼

此關係的互相與尊重，增進孩童間的社會關係正向發展且互動間對彼此的接納度獲得提升。 

 

四、小節 

研究者認為，我們的身體感知似乎也參與進了日常的認知與思考，透過動身體的過程，

明顯地看到特殊孩童能經由舊有的慣習，循序漸進的在課程中建立了身體的基礎，在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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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發現孩童大幅的進步，從開始外在的表徵進而進入內在的感受，發展出對身體的自信與自

在，自然的展現出自我。研究者發現，孩童的「遊戲」（play）中包含了大量的訊息，孩童可

能在放鬆、自在的情境中自發而主動的展現自我，其中更直接展示了孩童感興趣和不感興趣

的內容，因此，研究者認為以故事的引導方去，在課堂中去觀察與陪伴，以情境帶領著孩童

去覺察自我，進而展開與孩童之間的互動關係。設計課程中常以「經驗」作為課程的概念，

經驗學習的重點在於引起孩童的思考，而有效的思考必須築基於孩童既有的或是現有的經驗

之上，Dewey（1971）強調「由作中學」，透過實作取向的教學來讓孩童深化其生活經驗，

不盡讓我省思在課程上，要帶給孩童的認知與感受要產生出直接的關係，且能以以孩童自身

找到相同連結的可能。 

在實施三個階段三十四堂課程後，研究者產生了一種直覺，發現「遊戲」能引領孩童從

中學習，能運用「玩」設定課程的目標，同時透過玩中學習的過程，達到內在與外在的感覺

與體會。研究者在課程的鋪陳主要先以身體感知及身體學習為出發，並且以引導式教學來拓

展孩童人際關係以及創意延伸。透過動身體的過程，明顯地看到特殊孩童能經由舊有的慣習，

循序漸進的在課程中建立了身體的基礎，在過程中也發現孩童大幅的進步，為特殊兒童設計

的遊戲要注意有動作、有過程、有材料，設法激發其對周圍事物的興趣和好奇心，引導其在

遊戲中教師可擺弄物體，自由地變換身體動作和姿勢，可以多次重複他們所感興趣的動作而

不受限制，促進其主動認識自我、理解身體的運用、融入情境當中、控制和改變周遭事物，

獲得自我存在與認同的價值，與他人在互動中得到創造人際關係中的密切關係。 

身體感知為課程主要核心，一切以身體開發為起點，透過孩童喜愛遊戲的特性，藉由遊

戲來引導孩童如何運用肢體，而在課程的最後讓觀察者的介入，實際讓孩童有人際上的互動，

並且產生出更多的創意，而課程當中的經驗，需要仰賴孩童生活當中所擁有的經驗，轉換課

程教案的素材，讓孩童在遊戲當中動身體，感受生活的經驗，以及人際的溝通與互動，則是

研究者對於課程當中主要軸心。 

伍、討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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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特殊教育發展暨未來展望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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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內在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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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對特殊孩童的幫助。 

 

五、未來之期許 

研究者在課程引導特殊孩童，發現特殊孩童並非無學習能力，但需要透過多元的刺激以

及鼓勵，才能讓特殊孩童啟發自我的可能，研究者提供未來的建議方向如下： 

 

（一）特殊孩童的社交 

社會對於特殊孩童依然會有隔閡的狀態產生，而對於社會的不理解程度而言，對於特殊

孩童都是負面的狀態影響，研究者的課程當中，有許多的觀察者參與，觀察者的回饋都是正

向的，這也代表，若是能夠理解也能夠給予特殊孩童不同的見解，也因此社會需要更多的觀

念教育，藝術也是其中一種方式，但需要更多資源投入，才能逐漸影響社會，也因如此，特

殊孩童更應該給予較多的自我價值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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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教育思維的轉換 

台灣的教育逐漸以學生自我為核心，然而對於特殊教育並未起步的狀態，特殊教育應該

逐漸建立對於特殊孩童的信心，並且讓特殊孩童不再只是被劃分的一群孩童，實現孩童未來

的發展，而特殊孩童本質是需要透過鼓勵與引導才能夠被激發出來，這與藝術的本質較為接

近，研究者對於特殊教育的期望不再只是滿足特殊孩童的基本需求，更應該要相信孩童的價

值，因此研究者認為，藝術的媒介應從大眾走入特殊教育，這個關係是雙向的，若是運用藝

術的媒介，也能夠達到社會對於特殊孩童的欣賞與尊重，這正是藝術統合課程走入特殊教育

課程的重要，未來，特殊孩童應該多給予許多藝術的養分，激發出孩童的可能性。 

目前十二年國教特殊教育類型課程實施規範中提到特殊教育學生及藝術才能班之課程設

計應以學生為主體。在身心障礙教育方面，須因應學生之個別需求、能力的差異性，由學生

之日常生活經驗出發，並隨學生年齡與能力的不同，由低至高逐步設計與調整課程層次，以

漸進方式達成各項目標，並需重視與一般學生之交流與互動設計與調整課程層次，強化學生

層次上的思考、創造力、自主學習及獨立研究能力，並需兼重認知能力與情意之發展，以培

養學生服務與回饋社會之知能及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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