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淺談身心障礙學生問題行為處理之方法—
淺談身心障礙學生問題行為處理之方法—社交技巧的訓練
王欣宜

壹、前言
身心障礙者的行為問題一直是特殊教育中研究者與實務者關注之重點，根
據 Mayer 和 Evans（引自鈕文英，2001）的看法，行為問題包含的向度可分為
固著行為、自傷行為、攻擊行為、不適當的社會行為、特殊情緒困擾、身體調
節異常等方面，其中不適當的社會行為中包含了社交行為，不適當的社交行為
易導致身心障礙者不被社會、同儕所接受與認同，而同儕關係對身心障礙兒童
的人格塑型有極大的影響，更是預測未來心理健康的一項指標（黃金源，
1988），因為個體在團體中獲得接納，擁有歸屬感，直接會影響個人自我概念
的形成，間接則會影響到個體的適應（Hurlock，1978；張照明，1996）
。障礙者
社交技巧的良窳除了影響心理健康層面之外，也是能否成功實施融合教育的指
標之一，因為根據相關文獻（Gresham ＆ MacMillan, 1997 ；Carothers＆ Taylor,
2004；莊瓊惠，2005）指出，障礙學生在普通班不被接納的原因，不是因為他
們的障礙問題，而是無法表現適當的社會行為，導致同學對他們的排斥，這種
情況會影響學生參與社交活動的意願，且容易產生問題行為。社交技巧的訓
練，對改善問題行為是有幫助的，因為根據 Meyer 和 Evans（1989）指出，對
身心障礙學生的問題行為是具有社交功能的，透過社交技巧的訓練，可加強身
心障礙者問題行為的消除和支持行為的改變。因此對身心障礙學生實施社交技
巧訓練，是有助於融合教育之實施，正如鈕文英（2001）所指出的，我們無法
要求社會大眾如特教老師、家長般無條件包容身心障礙者的一切問題行為，所
以我們必須教導身心障礙者適當的社交技巧，以減少他們的問題行為，增進他
們的適應能力，讓社會大眾更接納他們。
再從障礙者的行為特徵而言，缺乏適當的社交技巧是智障學生的行為特徵
之一，美國智能障礙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ental Retardation，簡稱

AAMR）在 2002 年的定義中指出，所謂智能障礙係指在智力功能和適應行為上
存有顯著之限制而表現出的一種障礙，而所謂的適應是指概念（concep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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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social）和應用（practical）三方面的技能，在智障者所需支持的九個領
域中，其一便是「社交」
，而且 2002 年的診斷向度比 1992 年增加了「參與、互
動和社會角色」這個向度（引自鈕文英，2003a）。再觀國內的「身心障礙及資
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教育部，2002）中對智能障礙的界定，是指個人之智
能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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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生活適應能力困難」是指學生在自我照顧、動作、溝通、社會情緒或學科
學習上的表現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情形；情緒障礙學生的鑑定標準其中一項
也提及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綜合以上論述，不論從
心理健康層面、教育或法令的觀點，對障礙學生實施適當的社交技巧訓練是必
須的。
目前國內針對國小階段輕度障礙學生設計的社交技巧課程不多（如李姿
瑩，2004；洪儷瑜、黃裕惠，許尤芬，1999；洪儷瑜，2002）
，絕大多是屬於學
位論文的一部份，但輕度障礙學生（包含智能障礙、情緒障礙與學習障礙）在
身心障礙學生人數中佔絕大部分，而他們又有改善行為問題之需求，因此筆者
與台中教育大學特輔所的四位研究生，他們除進修之外，皆在國小特殊班或普
通班任教，共同編纂本課程，期望能提供教師們參考。

貳、社交技巧的內涵與定義
社交技巧（social skills）指的是個體表現出社會可接納的態度、言語與行為，
並與他人有適當的互動行為，根據 Michelson 等人（引自 Merrell & Gimpel，1998）
與蔡桂芳（2001）整理國內外文獻，得出社交技巧的定義包括了個體在情境中，
表現出適當的自我主動及與人互動的口語與非口語行為，個體表現的因素受到
個體與情境交互作用的影響，無論個體的行為表現過多或過少，都需要適當的
介入處理。身心障礙學生的社交技巧範圍，小至單純的溝通技巧如眼神接觸、
傾聽，大至包括複雜的人際交往、衝突處理或自我管理（洪儷瑜，2002；鈕文
英，2001）皆涵蓋其中。社交技巧的訓練主要發展於英國，但一開始是用於成
人的謀職、面談、約會等技巧（蔡麗芳，1992），但是隨著適用對象的不同，
逐漸有了更多的發展，在本段當中，我們所要探討的是針對障礙學生所需的社
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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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Stephen 等人（1982）
、Walker 等人 （1988）和 Smith（1982）等人的
看法所的認為應教導智障兒童的社交技巧包括：增進生活自理能力（如清潔習
慣、適當穿著與獨立行動的能力等等）
、建立健全自我概念（如認識自我、愛
護及照顧自己、表達自我情感、自信、自我指導等等）
、發展語言溝通能力（如
注意傾聽、回答和問問題、進行有主題的交談、運用語言加入他人活動等等）、
增進社會知覺能力（如放鬆自己、瞭解事件的因果關係、瞭解社會期望及社會
秩序等等）、增進人際溝通的能力（如對他人積極而友善的態度、以積極適當
的方式與他人接觸、讚美同伴等等）及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等六大方面。
Bates（1980）運用實驗組和控制組對照的方式，實驗組採用多種教學方式
（口語表達、示範、複誦、回饋、增強及家庭作業等方式）
，訓練 16 位 21 至
50 歲的輕度及中度智障成人四項社交技巧，包括自我介紹及短暫的交談、尋求
協助、與別人意見不同時的處理、如何面對批評。
Foxx, McMorrow 和 Schloss（1983）以自我監控的方式及其他方式，訓練 6
位智障成人包括稱讚、社會互動、禮貌、處理批評、質問及問問題/回答問題的
社交技巧。
Rosenthal-Malek 和 Yoshida（1994）利用後設認知的方式，訓練 27 位 9 至 14
歲的中重度智障學生獲得正向的社會控制、社會合作，去除負向的行為。
Schloss 和 Sedlak（1986）提出社交技巧主要包括在家庭、學校、職場、社區
這四個情境中所需的自我表達、提升人我關係、自我肯定和溝通四方面的技
能。其中「自我表達」包括表達自我的感受、表達自我的想法、對別人讚美做
反應、做正向的自我描述；「提升人我關係」包括對別人做正向的描述、適當
的表達同意他人的話語、讚美他人；「自我肯定」包括提出要求、適當的表達
不同意他人的話語、適當的拒絕他人的要求；「溝通」包括人際問題、問題解
決。
Sherman、Sheldon、Harchik、Edwards 和 Quinn（1992）根據文獻指出四種
智障者缺乏的社交技巧，分別是服從命令、會話技巧、接受批評和解決衝突。
在國內實驗研究方面，邱滿豔（1983）以行為塑造和模仿法訓練 36 名 6 至
17 歲五大項社交技巧，包括參與（以語言或非語言的方式參與活動）
、溝通、
合作（如，一起玩）、支持（如稱讚、感謝、建議）
、負向行為。
林竹芳（1989）以教學實驗的方式訓練 20 名輕度智障的國中生四個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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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技巧，包括做到自我認識（如確認需求、確認興趣和能力、確認情緒、瞭
解生理的自我）、做到社會性負責行為（尊重他人及他人財物、認識權威並遵
照指示、能表現出公共場合應有的行為、瞭解自己的個性、瞭解自己的角色）、
維持良好人際關係（傾聽和回答的技能、建立和維持親密的關係、交朋友並維
持友誼）及與他人溝通（能判斷或處理緊急情況、能有效的溝通、溝通的技巧）
。
吳國淳（1989）則以教學實驗（包含口語指導、示範、模仿、回饋、增強）
的方式訓練 6 名國小啟智班的學生（8-11 歲）禮節（包括視線接觸、問候、表
達謝意）、參與活動以及合作等社交技巧。
筆者分析文獻，認為中外各學者對社交技巧的分類並無固定或眾所認同的
分類方法，於是根據文獻當中以輕度障礙學生為訓練對象所提到的社交技巧項
目，及參考王欣宜（2003）對智障學生教師所做的訪談，將社交技巧分為「教
室學習」
、
「溝通技巧」
、
「個人主動技巧」
、
「與他人互動技巧」四大領域，共 35
個教學活動單元設計為本書的內容。各領域的項目如下：
（一）教室學習技巧：包括「專心聽老師說話」、「服從教師指令」、「盡力完
成工作」、「主動詢問教師」共四個單元。
（二）與人溝通領域：「眼神接觸」、「傾聽」、「察言觀色」、「交談音量」、
「與人交談」、「問問題」、「回答問題」、「輪流發言」、「正確復述
事情的能力」共九個單元。
（三）個人主動技巧領域：「使用禮貌字眼」、「打招呼」、「主動協助他人」、
「關心朋友」、「主動尋求協助」、「與他人維持適當的空間與身體接觸」、
「稱讚他人」、「批評他人」、「表達自我的感受」、「為自己的行為道
歉」、「控制自己的情緒」、「控制自己的物欲」共十二個單元。
（四）與他人互動技巧領域：「合作」、「接受他人讚美」、「加入他人活動」、
「瞭解他人感受」、「接受他人批評」、「面對別人的嘲笑或憤怒」、「處
理同儕給的壓力」、「拒絕別人」、「解決問題」、「與異性交談」共十
個單元。

參、社交技巧的訓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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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為學派的社交技巧訓練方法
行為學派的訓練策略原理是操作制約、社會學習、工作分析。操作制約是
指學習是由刺激和反應建立關係而來，在行為的塑造過程中，增強作用與增強
物是具有很大的關鍵作用（陳榮華，1986；林坤燦，1996）。而社會行為學習
論則認為學習者除本身親自的學習之外，也可經由對別人相同或類似行為所得
後果的觀察，學習到何時該表現該項行為，而該項行為能否持續，則要視他表
現後所得到的回饋而定，若行為後果受到獎賞，則有助於該行為日後的再出
現，若行為的後果是受到懲罰，就會減少該項行為出現的機會。
「工作分析（task analysis）」教學法亦是一種行為學派的教學方法。Rosenshine
（1976；引自盧台華，1994）認為工作分析是將整體行為包含的要素有次序的
加以分析，以便於教導的一種教學方法。將一個目標動作，依發生的邏輯順序，
細分成數個獨立的動作或因素，使學生在完成各種分解動作後，就能串連成動
作目標。而 White（1983）的看法則是以學生現階段的能力為準，將欲達成的
行為目標作有系統且詳盡的描述，也就是將一個目標動作，按照邏輯順序，細
分成數個獨立的動作或因素，使學生能在完成各分解動作後，串連程目標動
作。盧台華（1994）認為該教學方式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學生成就感的教學、發
掘教學的困難所在，並能觀察與體驗把行為當成完整單位教導時無法得知的狀
況。工作分析步驟的多寡，是根據學生的學習速率而定，學習速率快，步驟可
少些，學習速率慢或困難者，需要隨時修正，增加中間的動作。
行為取向的社交技巧教學著重於教導障礙學生特定的社交技巧，將教學目
標行為按照邏輯順序教給學生，並適時給予增強，就認知功能障礙學生的學習
特性而言，按部就班的教導，並提供練習與增強，有助於教學目標行為的達成。
該學派常用的教學方式包括示範、行為演練、角色扮演、逐步養成、增強作用
等。

二、認知學派的社交技巧訓練方法
認知學派的訓練方式是主張個體的情緒或行為的反應，是因個體對事件的
解釋所造成的，學習者扮演主動的角色，而教學者要注意學生認知、動機、情
緒、先前知識、以及個人的文化背景，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知識系統（鈕文英，
2003），應用於社交技巧的教學上，該學派的取向主要在教導障礙者表現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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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的普遍性過程，即解碼決定表現

評量統整，使其能有系統的陳

述社會目標，解讀或解釋社會環境內的線索，決定並表現達到目的的社會行
為，進而評估社會行為的結果（引自鈕文英、王欣宜，1999）。認知訓練學派
認為行為學派的訓練方式容易產生類化及學習遷移的問題，因為行為學派的訓
練方式較適宜教導特定的社交技巧，而通常若只是在某種情境當中訓練某種技
巧，所訓練的技巧不易使智障者類化到不同的情境當中，為了提升障礙者將所
學會的社交技巧類化到不同情境的能力，認知學派主張以認知的方式進行訓練
（Collet-Kligenberg & Chadsey-Rusch，1991）。

三、認知行為學派的社交技巧訓練方法

有些學者結合認知學派與行為學派的的優點而形成認知行為學派（引
自鈕文英，2003b），如預備課程、直接教學法與 Michenbaum（1977）的
自我指導法，國內洪儷瑜（2002）、王欣宜（2003）所提的教學程序皆
屬於結合了行為學派與認知學派優點的認知行為取向訓練方法。
Goldstein（引自鄭蕙霙，1997）提倡「預備課程」，他所發展的課程
也以教師示範的步驟與內在語言之提示為主，教學步驟有八項：1.複習舊
技巧；2.說明新技巧；3.決定演練情境；4.教師示範；5.情境演練；6.回饋；
7.修正演練；8.發家庭作業或預告下次課程。
直接教學法（引自 Sargent,1998）的教學步驟共有六項，包括 1.建立需
求；2.確定技巧的步驟，可使學生逐步複誦。3.示範技巧，由教師示範，
這樣可使學生學的比較快。4.角色扮演，由學生練習技巧的角色扮演，並
得到回饋。5.練習，通常是針對認知中記憶較遲緩的人所特別設計的。6.
類化和遷移，在不同的情境中，學生也能表現出已學會的技巧。
Michenbaum（1977）的自我教導法（self-instruction）是認為內在語言
是自我指導與行為改變的基礎，當個體面臨困境時，立即可使用自發的
自我內在語言，指導自己表現行為與解決問題。本法所使用的步驟包括：
（1）認知示範（cognitive modeling），教師示範正確的自我教導內容，包
括如何達成目標的步驟、正向的內在語言、自我增強的語言、引導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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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所欲訓練的行為。（2）外顯的引導（external guidance）：學生在教師
口語示範的引導下，大聲的複誦正確的內在語言。（3）外顯的自我引導
（overt self-guidance）
：學生大聲的以自我的口語，指導自己表現正確的行
為。（4）逐漸減弱的外顯自我引導（faded,overt self-guidance）：學生輕聲
的 反 覆 以 口 語 指 導 自 己 的 行 為 。（ 5 ） 內 引 的 自 我 指 導 語 言 （ covert
self-instruction）：學生以內隱的內在語言，引導自己表現正確的行為。
洪儷瑜所提的教學流程包括：
1.引起動機：利用故事、玩偶、影片或活動等方式說明技巧之重要性、或
複習就技巧來連結新技巧等技術，引起學生動機。
2.教導新技巧
（1）確定演練情境：如果教師事先已準備情境，可省略此步驟。
（2）確定技巧之成分步驟：教師可以事先準備好，或利用引導方式確定
成分步驟。教師將技巧之成分步驟寫在黑板，或以海報或提示卡方
式提示，以增加學習成效。
（3）示範：教師利用上述步驟以放聲思考方式示範教導的技巧。
（4）情境演練：讓學生利用所討論的情境、自己的情境或教師預先準備
好的情境，演練出所教的社交技巧。
（5）回饋：對於學生演練給予回饋，以增進正確的學習經驗。
（6）修正演練：如果需要加強的步驟，可以讓學生再修正演練一次。
3.練習與類化：為幫助學生類化教學情境所得的學習成效，可以安排綜合
活動讓學生在教室內多練習各種情境或討論可運用的機會，或讓學生在
課堂外找機會練習所教導的技巧。
王欣宜所提的教學程序包括：
1.引起動機：使用的方式包括藉由討論、演布偶劇的方式引起學生的興趣及增
強學生對該單元的認知層面。
2.說明學習的新技巧：解釋新技巧的意義，詢問或說明可以使用的情境。
3.教師的示範與學生練習：由教師及助理教師在預設情境中演練該項技巧，運
用海報示範步驟。教師示範後，再由學生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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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情境演練：由學生抽情境籤，指定學生或讓學生自由輪流演練所抽到的
該項情境所應表現的該單元技巧。提醒學生應將海報所提之步驟內化成自我
指導之語言。
5.回饋：教師與同學給予回饋，說明學生表現行為的優缺點，並配合學生適用
的增強系統使用。
6.修正演練：根據學生需要，提供學生重複練習的機會。
7.複習與歸納：包括複習技巧步驟及家庭作業（學習單）的安排。
8.立即單元測驗：在每單元教學完成後，進行「社交技巧單元測驗」。

從以上的認知行為學派教學方法中，可看出此派的教學方法包含了讓
學生瞭解步驟（步驟是可以複誦或成為內在語言）、教師示範、學生在
情境中的角色扮演、練習、回饋、重視類化及遷移等特色。
在社交技巧的教學中，行為學派只重視單項行為的養成，而無法將行
為加以類化，而認知學派企圖從認知觀念上來改變學生的社交技巧，但
仍需要行為學派的輔佐，因此認知行為學派的理論顯的較為折衷且符合
輕度障礙學生的學習特性，在本書當中採用王欣宜所提之教學程序作為
設計教學活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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