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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受義務教育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也是國民應享的權利。但特殊兒童的受教
權卻得之不易，從最早的隔離式機構教育，經過常態化原則與反隔離的訴求、
回歸主流的爭取、普通教育改革的保障、融合教育的推展等，藉由法令的保障
逐步回歸到融合式的普通學校中。
聯合國大會在 1948 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指出家長對於子女受教權
有選擇權；在 1959 年的聯合國大會中通過的《兒童權利宣言》第七條明白宣
示父母是兒童教育的最重要負責人。美國的法令從 1975 年的 94-142 公法《全
體身心障礙兒童教育法案》賦予家長參與特殊兒童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的權利
與對子女教育決策的申訴權，1986 年的 99-475 公法《全體身心障礙兒童教育
法案之修正案》所提出的「個別化家庭服務計畫」
（IFSP）
，強調以家庭為出發
點，家長與專家合作為身心障礙嬰幼兒提供服務，1994 年柯林頓總統提出的
《兩千年美國教育目標法案》
（Goals 2000 : Educate America Act ; P. L. 103-227）
成立「家長資訊及資源中心」協助家長學習教導身心障礙子女的知識與技能，
再到 2001 年布希總統提出「不讓任何一個孩子落後」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P. L. 107-110）教育方案，給予家長權力去獲得有關孩子學校品質的訊息，並
給於一直處在低效能學校的家長選校的權利，藉由家長握有選擇權，促使學校
因競爭而減少官僚作風、提升品質，進而使學生得到最好、最有效的教育。
再觀我國法令，1997 年《特殊教育法》第十二條指出特殊學生家長對於
特殊兒童的鑑定安置具有參與權；第二十七條指出特殊學生家長對於特殊學生
的學習內容與安置狀況是具有決定權的。自 1998 年公布，經歷數次修正的《特
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指出特殊學生家長有權得知孩子的鑑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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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在信賴人士的陪同下參與安置會議，為孩子的安置做決定；第十七條指出
特殊學生家長不只有權獲得家庭服務，必要時並可依個別需要加以調整；第十
八條指出特殊學生家長是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成員之一，對於孩子的學習目標、
評量方式、支援服務等方面具有參與擬定和決定是否實施的權利。1999 年《教
育基本法》第二條指出家長對於孩子的教育是有負有協助責任的。
由上述國內外之法令可知家長參與特殊兒童的學習不只是權利，也是義
務，當家長在特殊教育的角色日趨重要之際，影響家長對於目前融合教育滿意
度的因素也就越值得吾人加以探討。

貳、我國融合教育之發展現況
一、融合教育的定義與內涵
融合教育（inclusion education）是指將特殊學生安置於住家附近學區的普
通班級中，不論其障礙程度，由老師針對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將特殊教育和相
關服務帶進到普通班級中，使班上的每一份子都能因個別差異，在適當的學習
環境，得到適性的教育，進而使特殊學生成為班級與社會中的一份子，為使融
合教育能有成效教育當局和學校必須針對課程、教學、支援系統和環境進行調
整。（黎慧欣，1996； Zinkil & Gilbert, 2000; Stout, 2001）。
綜合多位學者看法（洪儷瑜，2001；鄭佩玲，2003；王欣宜、高宜芝，2005；
吳武典，2005），融合教育的內涵包括以下方面：在物理環境方面，對特殊學
生沒有設定入學門檻，讓特殊學生能在社區內同年齡的普通班就學，不被隔
離，且學習環境符合無障礙環境的要求，並能提供適當的學習用具與輔具，以
協助特殊學生學習。在心理環境方面，肯定所有學生都有權就讀於普通班，每
個學生都有其優點與價值，是班上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全校教職員都有正面積
極的態度，並讓學生感受到接納與尊重且給予協助與鼓勵，且全校師生都應做
好接受身心障礙學生的準備。在教師教學方面，以學生為中心，調整教學生態，
適應各種能力的學生，普通教師、特殊教育教師及其他專家協同合作，共同為
特殊學生設計與執行個別化教育計畫，並將服務帶進教室內，而教師也應具有
特教知能。在課程教學方面，課程內容要符合學生程度，儘可能給特殊兒童完
整的課程，使其能和班上普通兒童分享，不因能力而減少學習機會，並採用適
當的評量策略及程序觀察個別特殊學生的進步情形。在支援系統方面，校長了
解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學生與老師都能獲得充分的行政支持與支援，學生的
學習由合作團隊共同領導，一起負責。在親師互動方面，與家長建立良好的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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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係，家長在態度上支持且完全參與，親師間親密的合作。
二、我國融合教育發展
在 1968 年《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中指出「對於體能缺陷、智能不足
及天才兒童，應施與特殊教育，或予以適當就學機會。」
。1979 年《國民教育
法》中指出對於資賦優異、體能殘障、智能不足、性格或行為異常學生，應施
與特殊教育或技能訓練。1980 年《殘障福利法》，後來於 1997 年修正並更名
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明定了障礙者的醫療復健、教育權益等，其中第二十
條規定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主動協助身心障礙者就學，各級學校亦不得因其障
礙類別、程度，或尚未設置特殊教育班（學校）而拒絕其入學。1982 年《強
迫入學條例》明定對身心障礙學童強迫入學原則。1984 年制定《特殊教育法》
及 1987 年制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明定了特殊教育的宗旨、施教對象、
階段、安置與輔導等等的規定與落實的方法（郭慧龍，1999）。上述法令除了
保障身心障礙者有權接受入學受教育，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務外，亦保障了身心
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的權益。
在 1997 年修訂的《特殊教育法》第十三條指出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安置，
應以滿足學生需求為前提下，最少限制的環境為原則。第七條指出身心障礙學
生特殊教育之實施地點可為醫院、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特殊教育學校（班）
或其他適當場所。第十四條指出為使普通班老師得以兼顧身心障礙學生與其他
學生之需要，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普通班應減少班級人數。第十五條指出各級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應提供普通學校輔導特殊教育學生之支援服務（邱上真，
1999；郭慧龍，1999）
。1997 年的《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明白指出學
前身心障礙兒童，應以與普通兒童一起就學為原則，強調學前階段要落實常態
就學環境的安置。取消了 1987 年時《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依障礙程度所做
的安置建議，改為要求最少限制環境的安置，並將「在家自行教育」自基本安
置型態中取消，並且建立了就近入學原則，使特殊學生能在學區內就讀（胡永
崇，1999）。
由以上條文可知，我國是逐漸重視特殊教育學生的受教權益，從隔離式走
向融合式，尤其是 1997 年修訂的《特殊教育法》與《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對於安置原則採就近入學、最少限制環境、適性教育、彈性安置、以及學前階
段的完全融合安置；對於推動融合教育採滿足個別需求的最少限制環境、鼓勵
將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於普通班、普通教師的進修義務、以及要求主管機關提供
普通學校輔導特殊學生的支援服務（郭慧龍，1999）。以上法令都顯示出我國
政府對融合教育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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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影響融合教育家長滿意度之相關因素
為了解國中小學齡階段教育當局所提供的融合教育服務能否符合家長的
期待，與影響家長對融合教育服務滿意度的因素，研究者茲將前人的研究以融
合教育之服務內容加以整理歸納，分為鑑定與安置現況、與普通同儕的互動、
教師教學、課程安排、學校支援，以及親師溝通六部份。分別說明如下：
（一）鑑定與安置現況
前人研究中，學生家長認為適合安置於普通班接受融合教育的身心障礙類
別與程度並不一致，有支持沒有認知障礙者與輕度障礙者安置於普通班（黎慧
欣，1996）
，有支持中重度障礙者安置於普通班（Ryndak, Downing & Jacqueline,
1995）
，有支持不分障礙程度都安置於普通班的（邱上真，2001）
，但也有反對
重度障礙者安置於普通班（何淑玓，2003）。依據上述研究，研究者認為輕度
與中度障礙者較適合安置於普通班中，而重度障礙者依照國內目前所能提供的
服務狀況是較不適合安置於普通班的。再者，重視社會化、信賴計劃與良好的
服務等因素，會讓障礙學生家長支持融合教育（Elkins, Kraayenoord & Jobling,
2003; Palmer, Borthwick-Duffy & Widaman, 1998; Seery, Davis & Johnson,
2000;）
，而以往接觸經驗則會令普通學生家長支持融合教育（Tafa & Manolitsis,
2003）。對於目前在資源班接受服務之身心障礙學生家長的鑑定安置服務滿意
度而言，錢得龍（2003）和吳珮華（2005）的意見相左，孫淑柔和王天苗（2000）
則進一步指出啟智班融合不足、資源班學生學習沒進步，使家長滿意度偏低。
此外，家長雖然期待障礙學生能安置於更為融合的環境，但要求融合安置被拒
絕、在普通班接受到相關服務的質與量不足，則是障礙學生融合教育的困境（黃
己娥、王天苗，1999；Ballard et al., 1997; Renty & Roeyers, 2006）。由上述可
知，障礙學生家長對融合安置的滿意度受家長要求融合安置時與相關人員互動
的感受以及個人對孩子社會化要求的影響，也受學校提供服務計畫的品質與相
關服務的配合影響，因此，若能改善安置時給與家長的感受以及融合教育的服
務品質，將使家長更為支持融合教育安置。
（二）與普通同儕的互動
身心障礙學生家長認為子女的學習表現、與非障礙學生的相處等是在校學
習成果的一環（孫淑柔、王天苗，2000），融合教育有助於孩子的社會化與社
交互動，但擔心孩子會受到排擠，也因孩子的障礙程度而對孩子有不同的社交
期待（黎慧欣，1996；Gilbride , 1993; Palmer et al., 1998; Ryndak et al., 1995）。
然而，Peck 等人 (1992)指出普通學生家長是贊成融合教育的，林惠芳（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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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指出經過老師在同儕互動方面的調整後，融合教育除了有助於特殊學
生的人際互動與動作能力外，普通學生也同時獲益良多。綜合上述，研究者認
為學齡階段的身心障礙學生家長相當重視子女的同儕互動，也相信融合教育有
助其同儕互動，若是教學者能事先教導人際互動策略，普通學生及其家長對融
合教育亦是支持的，因此，教育者若能減少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對融合教育的擔
憂，相信家長對融合教育會更為支持與滿意。
（三）教師教學
身心障礙學生家長雖然對教師教學呈現正向態度（何淑玓，2003），但仍
認為教師的能力會影響教師教學的因應策略（邱上真，2001），影響障礙學生
家長融合教育安置意願之重要因素為師資的專業、教師的正向態度，以及輔助
人員的使用（黃己娥、王天苗，1999；黎慧欣，1996；Elkins et al., 2003; Seery
et al., 2000）
，此外，家長雖然對目前資源班的師資與教學感到滿意，但仍希望
教師能落實 IEP 的執行與教學多元化（吳珮華，2005；許明仁，2005；錢得龍，
2003）。有研究進一步指出教師在教學上的若干調整，如：班級溫馨氣氛的營
造、善用鼓勵讚美、評量方式調整和普通學生的協助等等，可使障礙學生在融
合教育中獲益，進而改變家長的滿意度（林惠芳，2004；孫淑柔、王天苗，2000）
。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師資的專業、教師的態度、輔助人員的使用、IEP 的執
行、教學的多元化和調整是影響家長對融合教育教師教學方面滿意度的重要因
素，因此，若教師能加強自身特教專業知能，以正向態度來面對家長與障礙學
生，善用小老師或愛心義工，並在教學上加以調整，將使家長對融合教育更為
支持。
（四）課程安排
有研究指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由於先前失敗經驗與非自願因素而對於融
合教育產生負面態度（Des & Keri, 1996; Shinn et al., 1993），但也有研究指出
障礙學生家長對資源班和特殊教育學校的課程安排是感到滿意的（吳珮華，
2005；許明仁，2005；Des & Keri, 1996）
，亦有研究指出融合教育方案的計劃
和執行會影響家長的態度（Diamond & LeFurgy, 1994），而為使障礙學生能從
融合教育中獲益，課程方面須事先做調整，而 IEP 也須加以落實（林惠芳，
2004；許明仁，2005）。由上述可知，障礙學生家長重視融合教育中的課程安
排，但是計劃或執行不良則會使家長產生負面觀感，而為使障礙學生能由融合
教育中獲益，課程是需要經過設計調整並與 IEP 配合的，因此，研究者認為若
能改善融合教育中方案的課程設計與執行成效，使之更為符合學生 IEP 中的需
求，將可使障礙學生家長更為接受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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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支援
有研究指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對融合教育的滿意度涉及學校的學習環境
設備與設施（孫淑柔、王天苗，2000；黃己娥、王天苗，1999），有研究指出
家長對於學校所提供的支援服務達滿意程度，但滿意度偏低，希望改善學習環
境與軟硬體設備（吳珮華，2005；許明仁，2005；錢得龍，2003）；也有研究
指出家長對融合教育的支援服務是不滿意的，而這與適當的服務取得不易有關
（Ballard et al., 1997; Renty & Roeyers, 2006; Ryndak et al., 1995），亦有研究指
出家長重視相關服務，希望獲得諮詢、特教知能研習與心得交換等服務（邱上
真，2001；黎慧欣，1996），可是也有研究指出喜歡社會化的家長易忽略融合
安置時特殊教育服務的負面影響（Palmer et al., 1998）
。由上述可知，障礙學生
家長對學校支援服務是重視的，但滿意度並不一致，且認為尚有許多改進空
間，像是環境設備、諮詢管道、特教知能研習與心得交換等服務。因此，研究
者認為若是能針對家長對學校支援方面的需求加以改善，將可使家長更為滿意
融合教育服務。
（六）親師溝通
有研究指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會因為個人對障礙的認知情形，而在情緒難
以承認孩子是有障礙的（Moskovkina, Pakhomova & Abramova, 2001）
，且障礙
學生家長滿意度涉及老師對待障礙學生的方式，家長雖然對於目前的溝通情形
感到滿意，但仍希望增加親師溝通的機會（孫淑柔、王天苗，2000；許明仁，
2005），此外，非障礙學生家長也因接觸經驗越多而越支持融合教育（Tafa &
Manolitsis, 2003）。因此，研究者認為老師要增加與障礙學生家長的溝通，並
善用溝通技巧營造合作氣氛讓家長對老師的班級經營感到信任，使融合教育更
符合家長的期待與需求，也要增加障礙學生與非障礙學生家長的接觸機會，讓
非障礙學生家長更為接受融合教育，讓融合教育能為障礙學生家長與非障礙學
生家長所接受及贊同。
歸納上述研究結果可發現，多數的研究都顯示不論是普通學生家長或身心
障礙學生家長都對融合教育持正向態度，而以往經驗會影響家長對於融合教育
的態度及滿意度。家長是否贊同融合教育與教育方案的設計和執行成效有關，
當家長覺得孩子可以從中獲益時，他們就願意去贊同融合教育，反之，若家長
覺得成效不彰時，當然就會有負面的反應產生。而在融合教育執行時家長所關
心的是各類身心障礙學生的安置是否適合、普通同儕是否接納與友善對待、教
育人員的訓練是否充足、教職人員的態度是否正向、課程是否有調整、IEP 的
計畫和執行是否確實、特殊教育資源與支援是否充足、教育人員人手是否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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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諮詢服務是否方便、以及親師溝通是否暢通等。若教育當局能針對家長對
融合教育有所疑慮之處加以改善，將使家長對融合教育更為支持。

肆、結語
我國融合教育的法令與服務發展雖然尚未能十分完備，但對於始終站在維
護障礙學生權利第一線的家長已逐漸賦予更多的權力，教育當局在提供服務時
應多考慮家長的需求，使融合教育真正落實在普通班中，而家長也應勇敢為孩
子發聲，讓融合教育服務更符合家長與孩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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