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獻探討

雖然澳門政府在2006年制定《非高等教
育制度綱要法》，強調特殊教育優先在一般
學校內以融合的方式實施，以希望能藉此教
育方式協助學生融入社會(第9/2006號法令)。
但有研究指出澳門從事特殊教育的教師中，
只有41.1%的教師獲得特殊教育學位，這可反
映出接近六成的教師在進行融合教育時，本
身未有足夠的特教知能(伍劍佐，2015)。尤
其學校教師在面對特教學生進行適應體育教
學時，更顯示出專業知識的缺乏，不知如何
教學或是對於相關適應體育動器材上不知如
何運用，以致於適應體育教學在校園受到限
制(郭忠耀，2014)。

政策法規方面建立了相關支持條例，根
據《預防殘疾及使殘疾人康服及融入社會之
制度》第十五條列明，文化、體育及娛樂應
視為殘疾人士康復程序之組成部分，並作為
恢復殘疾人心理平衡及發展其社交能力之首
選方法(33/99/M號法令)。以及《殘疾人士體
育獎勵規章》中列出了身心障礙運動員在國
際賽事以優異成績取得名次，可按照本規章
獲發所規定的獎金(第37/2000號法令)。但有
報告指出現時澳門身心障礙人士進行體育活
動的場地以球場和體育館為主，雖然體育場
管內設有體育指導員，但這些體育指導員沒
有具備適應體育的專業知識，同時也沒有設
置適合身心障礙人士的運動器材，限制了身
心障礙人士的適應體育和體育競技的發展(郭
忠耀，2015)。而澳門社會工作局在《康復服
務十年規劃》中提出通過持續合辦、協辦及
資助的方式與相關團體舉辦更多適合殘疾人
士的體育活動，以及持續尋找新空間及新設

備，提供更多及不同類型的康體設施供任何
人士使用，以滿足不同人士的需求(澳門社會
社工局，2016)。

結果

一、澳門政府雖然在特殊教育及適應體
育上制定了相當全面的政策，亦有針對學者
所提出的相關建議，提出相應的計畫，持續
改善適應體育的現況。二、澳門特教教師的
適應體育專業知能不足，大多任教的老師都
沒有特殊教育學士學位，或相關專業背景，
在教學上存在一定的困難。三、欠缺合適的
運動場地或器材,大多數的體育場館都缺乏適
合身障者的運動器材或設備，以致身障人士
的運動類型受到限制。

建議

一、需加速在適應體育專業人員的培訓，
可由短期在職培訓以及在體育科系與特教科
系課程內增加相關知能。二、針對體育運動
場館無障礙場地和身心障礙運動器材和運動
輔具上，應投入更多資源改善或購入相關器
材。三、適應體育推廣須落實於一般校園內
與社區體育運動社團，讓更多學生與民眾可
以認識並接納身心障礙人士。

澳門適應體育與殘障運動之現況
陳子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詹元碩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前言
根據2020年澳門社會工作局統計現時持有「殘疾評估登記證」總人數為14520人 (澳門社

會工局，2020)。而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在2019/2020學年進行的統計，身心障礙學生在學註冊人
數為841人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20)。因此對特殊教育學生和身心障礙者的服務存在著高度
需求。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自 2008 年 8 月 31 日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包
括對澳門生效，而此公約現已成為澳門法律並在位階上高於本土制定的法律。澳門行政長官在
2013年批示，澳門政府設立“康復服務十年規劃跨部門研究小組”，其中包括了對適應體育的
短、中、長期目標(社工局，2016) 。顯示澳門開始重視適應體育。因此本研究目的在了解澳
門特殊教育與適應體育發展現況，採用文獻探討方式蒐集相關文獻進行分析。

關鍵詞:特殊教育、殘障運動、適應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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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自閉症兒童之肌肉張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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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自閉症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簡稱ASD)，又稱為泛自閉症類群障礙，是一種神經發

展障礙異常的疾患。依據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簡稱APA)於2013年發表

《精神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五版 (DSM-5) 》中列出主要核心症狀，為社交障礙、溝通困難、重複性

行為與特定興趣。除上述核心症狀外，國內外研究指出泛自閉症類群障礙有動作困難和情緒特質問

題，同時伴隨肌肉張力異常等問題。 (周詩潔、蔡文哲、丘彥南、陳麗秋，2017；曾美惠、林巾凱、

蕭舜友，2000； Paquet et al., 2017)。本文目的藉由文獻彙整分析，探討泛自閉症障礙兒童肌肉張力

狀況以及影響因素。透過國內外學術網站，ScienceDirect、Pubmed、華藝電子資料庫、臺灣碩博士論

文加值系統以及期刊文獻等電子資料庫，輸入泛自閉症障礙(ASD)、肌肉張力、動作控制、等關鍵詞

彙進行搜尋，經篩選後，以6篇相關文獻加以統整分析。

依據文獻內容分為三個面向探討泛自閉症患者肌肉張力，一篇研究與泛自閉症步態研究相關、

三篇研究測量關節活動度以及兩篇測試泛自閉症患者的肌肉力量。在行走過程中，步態70%與90%時

ASD的股直肌明顯彎曲角度大於一般正常發展孩童，反映ASD患者肌肉張力較低下，更有學者進一

步研究發現泛自閉症患者使用踮腳尖走路的方式，機率大於一般正常發展的人，推測其原因為泛自

閉症患者受到下肢低肌肉張力與低肌肉力量影響，而肌肉張力的不足除影響步態外，也可能影響舌

頭的使用，進而阻礙語言表達，使語言表達上出現困難。(Maya et al., 2014； Ming et al., 2007 ；Moh

d Nor et al.,2016)。關於泛自閉症孩童與一般正常發展孩童的關節活動度，一篇研究10個月大的嬰兒

到10歲9個月的孩童以及另一篇研究4-11歲孩童，其研究結果皆發現ASD孩童關節處，如：手腕、手

指、手肘、腳踝等，其柔軟度與延展性皆高於一般發展孩童，出現肌肉張力低下的的現象。更進一

步發現，距離軀幹越近的肌群越有高張的現象，同時也發現將近50%的泛自閉症障礙患者有肌肉張力

低下的問題，而主發生在嬰幼兒時期最明顯，隨著年齡漸長，發生肌肉張力低下的比率有減少的狀

態(Ming et al., 2007 ；Paquet et al., 2017)。 Janet等人(2011)進行握力實驗與自閉症評量表(CARS)研究

泛自閉症患者的肌肉力量與泛自閉症程度間的相關，對照組為一般發展正常的人，研究結果發現泛

自閉症患者之肌肉力量明顯低於一般人，也發現肌肉力量與泛自閉症程度呈相關，當自閉程度越嚴

重，其肌肉力量越低。一篇義大利進行的研究，評估38位6-18歲泛自閉症兒童和青少年下肢的力量，

研究發現有四分之一泛自閉症兒童和青少年下肢肌肉力量不足，與先前研究結果相同(Janet et al., 201

1；Paquet et al., 2017)。更進一步研究可能影響泛自閉症兒童動作控制與肌肉張力之因素，有遺傳因

素、神經元迴路、大腦各區運作功能以及大腦皮質結構、小腦等 (Paquet et al., 2017)。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歸納出下列兩點

1. 泛自閉症障礙孩童的肌肉張力與肌肉力量普遍低於一般孩童，其四肢的關節活動延展性與柔軟度

高於一般孩童，而肌肉張力低下的狀況會影響泛自閉症障礙孩童在行走方式以及口語表達困難。

2. 以神經生理系統研究，影響泛自閉症兒童動作控制與肌肉張力之因素眾多，包含遺傳因素、神經

元迴路、大腦各區運作功能以及大腦皮質結構、小腦等因素皆會影響泛自閉症患者的肌肉張力與

動作控制。

關鍵字：泛自閉症障礙、肌肉張力、動作控制



關鍵能力小幫手：以 Vygotsky 理論取向為基礎

發展提升特殊幼兒執行功能課程之行動研究 

蕭琬菁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 

            幼兒時期是執行功能快速

變化的時期。研究發現執行功能

與幼兒自律發展、學業表現和心

智理論有關，執行功能比智力更

能有效預測學術成就，當兒童執

行功能愈好其社會技能也愈好。 

           目前已有許多實證研究證實

執行功能可被提升，其中蒙特梭

利課程和心靈幫手課程最為廣泛

應用在幼兒階段。「心靈幫手」

課程是利用心智工具策略來延伸

心智的容量，策略有運用中介

物、運用語言、運用共享活動。

當幼兒能適當地運用心智工具

時，他們也學會了控制自己的行

為，學習自己獨立完成，心智工

具讓幼兒達到一個更高的發展階

段。本研究以心靈幫手課程之策

略為主要策略，發展出改善特殊

幼兒執行功能的教學指引的歷

程，以及教師從中獲得哪些成

長，與面臨哪些困境。 

 

一、研究設計 

           研究者將以 Vygotsky 理論

的心智工具策略教為主，並使用

這些策略編制成「關鍵能力小幫

手」課程教學指引手冊。教學過

程中會重複循環地執行所擬定的

手冊內容─反省與評鑑行動─修

改手冊─重新施行修改後的手

冊，之後進行整理、歸納、分

析。 

二、研究對象與課程規劃 

           本研究招募十位兩歲到四足

歲的幼兒，包含發展遲緩兒。課

程執行過程中，共有四位成人配

十位幼兒，成人為兩位主教教師

及兩位助理老師。介入的時間共

八週，每週兩次，每次大約兩小

時。課程共有五個活動組成，從

開始到結束依序為：團體時間、

計畫時間、工作時間、清潔時

間、回顧時間。 

三、研究工具 

1.執行功能問卷 

   本研究使用倪子洛 (2011)編制

之「執行功能」問卷來檢視幼

兒執行功能之改變歷程。此問

卷有五個項度：動機控制因

素、計畫性因素、情緒監控因

素、社交抑制因素、環境互動

監控因素，共 30 題，為五點量

表。分數範圍 30 到 150 分，得

分愈高表示能力愈好，其信度

Cronbach’s alpha 為.926。預計

於介入前與介入後由家長填寫

執行功能問卷。並於後測實施

時，也會以開放式問題詢問家

長其所觀察到幼兒執行功能改

變的具體情形。 

2.其他工具：幼兒的工作計畫

圖、作品檔案，以及活動進行

照片檔、焦點團體訪談、行動

研究日誌、 教學錄影檔案。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針對執行功能問卷進

行量化分析，幼兒的工作計畫

圖、作品檔案，以及活動進行照

片檔、焦點團體訪談、行動研究

日誌、 教學錄影檔案進行執行分

析。 

           經過教學研究介入，幼兒

的執行功能在抑制控制、工作

記憶和認知彈性上皆有進步。

介入歷程的相關結果如下： 

1. 幼兒一開始對工作計畫圖是沒有

概念的，老師運用語言與中介

物，幫助幼兒了解計畫圖與做的

事情的連結性，讓幼兒能慢慢依

照計畫圖完成工作內容。 

2. 幼兒的計畫內容會出現模糊、想

法侷限的情形，老師運用語言提

問，幫助幼兒釐清腦中的想法，

讓計畫更完整與更清楚。 

3. 幼兒在後期執行計畫時，會出現

重複單調的玩法，老師運用語言

與共享活動，加入情境與人物角

色，讓玩法變豐富。 

4. 當中介物的使用超過幼兒的近側

發展區時，幼兒會出現挫折、沒

自信的情緒，甚至對計畫圖沒興

趣，排斥畫計畫圖。當老師重新

調整中介物的順序，符合幼兒發

展的順序後，幼兒才慢慢再次重

拾畫筆畫計畫圖。 

5. 當幼兒對材料、玩具不熟悉時，

幼兒會不知道自己要玩什麼，或

是出現重複固定的玩法。當老師

介紹各種材料與示範玩法後，幼

兒的計畫內容與玩法才慢慢出現

變化。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方法 

研究成果 





一位思覺失調症者成人關懷服務歷程之敘說 

—— 陪伴走在康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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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本研究源起於臺東縣政府對身心障礙者成人提供的持續性心理支持服務，委由臺東生命線機

構來執行，期望透過適切的關懷服務，來提高其自信心與生活適應、獨立自主能力。關懷服務接
受者中，以思覺失調症患者具有知覺變異的特色，如妄想或幻覺，深具有挑戰性。爰此，本研究
希望藉由關懷員對於關懷歷程之反思，以期能作為發展適用於思覺失調症患者的關懷服務模式之
參考。 

二、研究對象 
林小美(化名)，今年 70 歲女性，獨居。曾任職代課老師，33 歲時因罹病而離開教職，被判

定為中度思覺失調症。 

三、研究方法 
(一) 協同行動：主要研究者為機構督導，擔任關懷員，每兩週以電話進行一次 30 至 50 分

鐘的關懷輔導；協同研究者為兼具特教及諮商實務專長的學者，與關懷員每個月進行一次討論。 
(二 )行動—反思—建構的循環歷程：關懷員從關懷服務過程中，因應受輔者狀態及需要，

發展對應的輔導處遇、經參考專家學者建議，並按受輔者的反應，再加以反思與調整。 

四、研究介入與結果 
經歷 7年總計 134次的關懷服務歷程，可歸納以下關懷階段與步驟，受輔者的改變，及促進

康復的影響因素。 
(一) 關懷歷程 
1. 建立信任關係，進入其內心世界 
進行半年左右 12 次的關懷服務。初期，小美常會輕描淡寫隨便敷衍或挑戰關懷員。但關懷

員持續以傾聽、同理、接納的態度關懷、陪伴，小美終於能敞開心房，分享其 30 多年的罹病的
痛苦與內心世界。 

33 歲時她感受到被巫術操控，自認為是慈禧太后轉世，初中起就有人在操控她的人生。她
一生注定要受苦，不能太快樂或信任別人，否則會有災難發生。她無法告訴其他人自己的事，因
為没人相信，並且信任會有災難發生，以致她缺乏友伴，孤立在自己的世界裡。 

2. 展開關懷焦點，瞭解其需要與生活問題 
每週一次的關懷成為小美生活中的期待，關懷員逐一瞭解其身心狀態、生活習慣及生活適應 

(如:睡眠、飲食、情緒、運動、生活習慣)人際、生涯、職業狀況與生活困境。 
3. 協同發展問題解決方案，步向良好適應 
根據小美的需求，關懷員綜合運用(a) 激發改變的可能性、(b) 發展具體的解決方案，和(c) 媒

合外部資源等步驟，協同解決小美的問題，小美逐漸步向情緒穩定與生活適應。諸如：小美 64
歲時因身心問題無法穩定就業，造成經濟壓力問題，因此引導身心放鬆，情緒管理的方法後，並
與小美討論接受職業訓練、進而增強就業的意願 (步驟 a)或申請中低收補助 (步驟 b)，另轉介社
會處承辦人員協助申請其他資源補助 (步驟 c)，終能獲得安定生活所需的補助，小美感到滿足。 

(二) 促進康復的影響因素 
1. 持穩的心理關懷 
小美定期可以與關懷員分享恐懼、焦慮、壓力與協同解決生活問題；並有家人姐姐的支持。 
2. 穩定用藥 
其正性症狀包括幻聽與幻覺狀況，截至目前已未出現，惟一直存有「是慈禧太后轉世」的妄

想，關懷員以陪伴、傾聽及肯定其用藥來因應，不加以駁斥。 
3. 安穩的經濟生活 
經協助申請獲得中低收補助後，生活無虞。 

五、結論 
綜合本研究歷程，關懷員首先長期以不批判的接納關懷的態度，在與受輔者建立信任關係的

前提下，因而能消弭受輔者高風險環境所形成的傷害或挫折感，解除對人際的防衛心，願意重新
積極面對生活，才能開展完整關懷服務歷程，啟動個人及外部資源，提高生活適應與自我照顧功
能。顯示本研究的關懷服務模式對此一思覺失調症患者具有適用性。 

六、研究貢獻 
本研究結論可提供臺東縣政府、復健諮商專業或社福機構，規劃或實施思覺失調症患者關懷

服務模式或處遇之參考。 
關鍵字：行動敘說、思覺失調症、關懷員、身心障礙者、復健諮商。 



融合教育中的轉銜實踐

林倩如、曾恕璇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特殊教育組研究生

一、研究背景：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重申融合教育的重要，強調以學生為

學習的主體，特殊教育課程也依據總綱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的

主軸，注重特殊教育學生的個別需求，期待能教導學生適應現在生活及

面對未來挑戰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林坤燦（2012）提到，融合教育就

是希望特殊教育學生能「參與」普通班級活動、產生良好互動，達到

「進步」的目的，而轉銜服務是影響融合教育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適應不同教育階段的生態對特殊教育學生而言是一項艱難的挑戰，

林秀錦、王天苗(2011）指出，學生的轉銜是一個動態的歷程，隨著學

習階段的發展有不同的轉銜需求，各階段轉銜規劃的恰當與否，影響著

學生的生活適應與學習能力的發展。為特殊教育學生安排一系列具系統

性和完整性的轉銜課程規劃，目的是讓學生在面對下一階段的學習或離

校後的生活時，能以完善的生理與心理狀態來開創新的生活，讓學生更

能適應生活環境、積極的參與社區，訓練並培養未來獨立生活的能力

(謝靜如、廖晨惠，2012) 。然而，在教學現場可發現轉銜服務多流於

資料的移轉與行政程序的交接，與學生息息相關的個別化、適性教學輔

導與支持系統並未延續。各教育階段形成的教學斷層，不僅造成學生適

應上的困難，對學生能力持續深化養成上也會造成影響。

紐文英(2010)提到，轉銜服務是以結果為導向為身心障礙學生安排的

一組協調性活動，必須聚焦在改善學業和功能性的成就，以促進學生從

學校轉銜到學校後的活動，包括學校教育、職業教育、就業、持續和成

人教育、成人服務、獨立生活或社區參與。因此轉銜服務須依據學生的

需求， 並且須考量其優勢、喜好和興趣，轉銜不能只是在通報網上填

上轉銜資料、召開轉銜會議接收學生。真正的轉銜應包含轉銜教育與服

務。轉銜準備是需要落實在個別化教育與相關服務中，且經過長時間教

育與輔導才能真正的協助學生適應未來學校與生活的適應。周詳的轉銜

服務規劃是融合教育成功的推手，從學生的特殊需求及特質著手，思考

教學訓練目標如何與未來生活能力結合，提供確實的轉銜實踐，對於學

生進入下一階段學校的融合教育是非常重要（鄭麗月，2010；陳麗如，

2016）。

二、研究方法與目的：

轉銜不是一種制式化的服務，應該是個別化、多元化、全面性且延

續性的。研究者透過蒐集各階段融合教育轉銜的期刊文獻，探究轉銜服

務的問題，並從中思考轉銜規劃的實質內涵，進而提出實踐轉銜服務的

做法。

三、結果與建議：

轉銜服務是融合教育成功的推手，目的是希望特殊教育學生在每

個階段都能得到適性的照顧，能在最少的限制與阻力下學習。周詳

的轉銜服務計畫能帶領特殊需求學生在每一個轉換的過程中順利的

前進。研究者認為可從四個向度規劃轉銜服務：

(一)、搭起銜接的橋樑：轉銜，是持續的歷程！無縫接軌、沒有斷

層的教學訓練才能強化特殊教育學生的各項能力。不管在校內跨年

級的轉銜或是跨教育階段的轉銜，事先了解各教育階段的差異，前

一階段的教師在原有的班級活動中，加入下一階段的教學情境、活

動或是課程，讓特殊教育學生在熟悉的環境中學習，將有助於適應

下一階段的學習活動。而下一階段的學校(含教師、行政)需主動與

上一教育階段教師聯繫，了解學生的能力狀況、討論教學目標與進

行中尚待完成的訓練；並進一步於校內召開相關會議討論如何接續

上一階段的教學，持續訓練學生以便更有效率的強化學生能力。

(二)、特殊需求課程的重視：轉銜教育不能只著眼於學科方面的學

習或是資料的移轉，應更宏觀的來看，要為特殊教育學生準備一輩

子受用的能力。教育團隊成員應確實的落實轉銜評量，依據學生的

學習目標與個人需求、能力進行全面性的評估，不能只偏重於課業

問題，依據學生的需求規劃適性的特殊需求課程與教學目標，確實

結合IEP，以成果為導向來運作，才能提升學生的生活技能、學習能

力、問題解決能力與社會適應能力。

(三)、專業團隊的合作：運用專業團隊合作方式，針對學生個別需

求擬定相關轉銜服務教育計畫，規劃各階段所需之相關訓練，並討

論如何將相關訓練融入平時教學中，以提升學生的能力；而在平時

的教育訓練中，團隊需保持聯繫、討論學生的學習狀況，適時的調

整以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才能產生最有效能的轉銜服務。轉銜的

成功無法僅憑一己之力，透過團隊的合作才能整合出一個適性、全

面且有效能的轉銜服務。

(四)、專業知能的提升：足夠的專業知能才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和解

決教學問題，更是轉銜實踐的重要因素。教育工作者應深入認識學生

的特質、了解其特殊需求、培養輔導特殊教育學生的專業能力，才

能提供特殊教育學生有效的教學與支持。當教育工作者具備充足的

特教知能、才能為學生規畫完善的且適切的轉銜服務。

關鍵詞：轉銜、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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