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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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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