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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身心障礙學生在回歸普通教育環境與一般同儕相處時，良好的社會互動
益顯重要，而身障生的社會互動能力和其本身發展、障礙類別、受限程度、
及社會技巧等有非常大關係。社會技巧能改善身障學生的人際關係、學業學
習和未來就業，因此實施社會技巧課程有其必要性，本研究以文獻分析進行
國內實施社會技巧的現況探究，以了解教師社會技巧教學實施的成效和挑
戰，並對教師在教學時的教學時間、設計流程、策略調整、以及教學資源等
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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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特殊教育的發展來看，特殊兒童的教育安置受到回歸主流、最少限制
環境、融合教育理念影響，逐漸由以往隔離環境朝向和普通教育整合的教育
環境（林寶貴，2000）
。身障生與一般同儕相處時，良好的社會互動顯得重要，
而其互動能力和本身發展、障礙類別、受限程度、及社會技巧等有很大的關
係(周珊儀，2008；鄭立瑋，2008)。
身障生無法表現合適的社會技巧，可能是本身不具此能力，而外顯出「技
巧缺陷」
；或有此能力，卻因環境缺乏正增強使得動機低落不願表現，而「表
現缺陷」
；或因情緒困擾，無法流暢表現出合宜社會技巧，出現「自我控制缺
陷」(郭怡瑩、張通信，2009)。不擅處理人際問題的學生較缺乏化解危機能
力，其自我發展易朝負向，倘又缺乏友伴關懷和互動，導致情緒及行為困擾
日益嚴重(盧佳嘉，2007)。社會技巧對身障生是重要課程之一，本研究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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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分析進行國內社會技巧的實施探究，以了解教師進行教學時面臨的挑戰，
並對教學時的教學時間、設計流程、策略調整、及教學資源等提出建議。

貳、社會技巧對身心障礙學生的重要性
本研究整理相關文獻以瞭解社會技巧對身障學生的相關性，第一部分論
述社會技巧的定義內涵，第二部分探討社會技巧對身障生的重要性。
一、社會技巧的定義與內涵
整理國內外學者相關文獻(如王欣宜，2006；洪儷瑜 2002；盧佳嘉，2007；
Samanci & Osman，2010)，研究者認為社會技巧定義為，個體經過學習在互
動、應變處理上表現適當的正向行為。社會技巧可改善個人與他人關係，透
過有計畫的訓練，有助學習判斷社會情境，從而有良好的適應發展。
社會技巧的內涵，學者提出的看法包括 Gresham(1986)將社會技巧內容
分為人際、自我有關和工作有關行為三類；洪儷瑜(2002)指出社會技巧應包
括處人(含一般同儕和大人)、自處和處環境(包括團體、社會或生活環境)，除
上述學者的文獻外，再加上如周珊儀(2008)、鄭津妃(2008)、盧佳嘉(2007)後，
研究者認為社會技巧是個體面對不同情境時有與人正向互動的能力，而社會
技巧內容涵括「個體本身與自己」，係指個人主動表現、學習等，「個體本身
與他人的人際關係」
，即互動溝通和適當口語與非口語行為、以及「個體本身
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亦即問題解決、應變處理等。
二、社會技巧的重要性
社會技巧在各類課程中，譬如國教階段智能障礙類綱要課程的生活教
育、社會適應，及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下的社會、藝文等領域有與社會技巧相
關的範疇，尤其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綱要總
綱底下之特殊需求領域，將社會技巧列為課程之重要一環。特殊學生受限認
知、生理發展或欠缺互動經驗等，恐缺少正向社會技巧，不論一般生或身障
生，經評估發現缺乏正向社會技巧者，均需要技巧訓練(教育部，2011)。
國外文獻如 Gülay, H.等(2011)、Pullen(1999)、Samanci 與 Osman(2010)，
指出社會技巧是可教導，有助於認識自己和他人，若缺乏此技能，行為上可
能缺少自信，在校恐輟學翹課、有適應和同儕認同問題；在家不易維持家人
關係，還會有吸毒、用藥問題，甚至造成未來就業困難。同樣地，身障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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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缺乏社會技巧而被動消極、依賴、人際關係不佳，嚴重恐影響身心發展。
當前特殊教育趨勢之一便是推廣融合教育，而融合教育希望提供「最少
限制環境」，若毫無規劃的將身障學生直接置於普通班級，在缺乏互動能力
下，反可能造成另一個「有限制的安置」(陳玉清，2009)。若能在環境、心
理達成「無障礙」
，除了硬體設施改善外，最重要的便是社會技巧的訓練，其
對身障學生在人際關係、學業學習及未來就業等具不可或缺的重要性。

參、國內實施社會技巧教學之實證研究分析
國內教師學者在實施社會技巧教學時，根據學生的障礙類別和個別差
異，選擇適合的教學法，而有不同方式與效果，研究者整理相關文獻，以瞭
解教學成效和面臨的挑戰。
(一) 社會技巧教學的實證研究
研究者根據文獻成果(王欣宜，2005；吳伶卉，2007；林淑莉，2006；周
珊儀，2008；鈕文英，2006；蔡怡姿，2011；楊雅婷，2010)，依據教學對象、
時間情境、教學策略與成效分析如下：
1. 教學對象：社會技巧對多數身障學生是必須的，根據民國 95 年身心障礙
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指出，智能障礙者在溝通、社會情緒等表現較同
齡者有顯著困難；自閉症者會在溝通、社會互動、行為及興趣表現上有嚴
重問題，鑑定基準為顯著口語、非口語之溝通困難、顯著社會互動困難；
而情緒行為障礙者係指長期情緒或行為反應顯著異常，嚴重影響生活適應
者，並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此類學生較其他障
礙生明顯缺乏社會技巧，因此多數教學對象以智能障礙和自閉症、亞斯伯
格症、學障、情障學生居多，而肢體障礙、語言障礙等類別的研究較少。
2. 教學時間與情境：社會技巧課程需長時間訓練，多數教師採單一受試跨行
為多試探的方式或準實驗中的前後測設計，時間約每週兩次，共約八週以
上不等，可惜有時學習還未熟練但教學已褪除。教學情境多為資源班或啟
智班，對於應用至其他真實情境(如普通班)有限。
3. 教學策略：教師及學者們設計數個單元，以主題活動搭配社會故事，或採
用多媒體以增進學生動機和互動機會，亦有以直接教學法，配合示範練
習、角色扮演、增強回饋等。上述策略對身障生有立即類化效果、使學生
學習遵守規矩、合作溝通的技巧外，也在互動中獲得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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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成效：多數研究皆顯示教學對身障學生具正向成效，行為問題改善，
教學符合社會效度，在目標設計、活動安排上獲肯定。不過，每位學生有
個別差異，因此進步情形不一，也不一定有明顯效果，這是由於學生缺乏
類化保留能力，即使習得技巧，也不曉得如何正確運用至真實情境，加上
教學非自然情境，不易判定是否能類化至自然情境中(沈妏真，2007)；又
或者學生學習態度消極、沒有互動意圖、輔導介入稍晚、學習未達精熟但
教學卻已撤除(李萍慈，2005；林燕玲，1999)，上述這些情形恐造成教學
後類化的效果有限。
(二) 實施社會技巧教學面臨的挑戰
要教導身障生社會技巧，需思考學生與同儕的需求，設計詳盡的計畫，
著重個別化並介入適當策略才易見成效(陳瑋婷，2005)。但社會技巧教導常
被忽略，即使教師知道學生有此需求，但心有餘力不足，研究者整理相關文
獻(沈妏真，2007；林純惠，2008；林慧玲，2004；鄭津妃，2008)對身障生
進行教學時面臨的挑戰敘述如下：
1. 教師教學多以學科或其他領域爲主，尤其資源班課程以國英數為大宗，較
無多餘時間安排社會技巧課程，尚無法普遍實施。
2. 身障學生學習技巧後，有成果但進步緩慢，或似乎學會了，但課程結束就
跟著遺忘，甚至有類化應用的困難，倘若學生態度消極，恐使得教學成效
大打折扣。
3. 身障生個別差異大，教學設計時需考量個別差異，要籌備完善的教學方案
與評量追蹤，對教師實屬不易。
4. 社會技巧在原班與資源班同時教導效果最佳，在資源班教導社會技能，回
原班會有類化困難情形，通常是教學時非真實情境，或一般同儕因缺乏接
納態度而排擠身障生，而普通教師不知如何促進一般生與身障生互動，加
上特教教師與普通教師缺乏溝通，以致教導社會技巧成為特教師的主要責
任。

肆、對社會技巧教學的啟示
對於特殊生而言，限於本身障礙，通常處在較隔離環境，使得社會技巧
習得不易，造成生活中問題(江鈺琪，2003)，因此發展相關課程，提升技巧
能力有其必要性，研究者綜合前述教師和學者文獻後再加上黃芳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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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宏志(2006)等，對社會技巧的教學建議如下：
1. 教學準備與教學時間：事前評估學生行為，找出最需要的技巧優先訓練，
課程結束後要進行評量追蹤，以了解維持類化情形。教學時間上延長次數
與長度，每週最少兩次持續至少一學期，可利用早修或一般課程如健體領
域中安排社會技巧訓練穿插使用。
2. 教學設計：符合學生生活經驗並顧及個別差異，讓學生感受活動情境，亦
可搭配多媒體以增進學習動機。另外，設計同儕合作活動，經常變換學生
座位，接近不同的同學利於促發更多反應。
3. 教學策略：社會技巧步驟的口訣、示範演練、圖文提示、隨機教學、自我
監控、同儕互動、社會故事、練習類化、善用獎勵制度等都是可使用策略。
4. 教學調整：降低難度、選擇適當教材內容，調整作業量、座位、同儕協助
等，使學生儘可能跟上教學節奏同時提升替代行為表現動機，亦可交付學
生能力範圍內的工作，給予肯定。
5. 教學資源：善用相關資源，編製一套良善的教材教具是相當費時力，建議
教學者可彈性利用教學相關網站、各校自編教材等資源，使用多元方式設
計教學。
6. 與普通教師合作：教學多著重在身障學生教導上，忽略一般同儕與普教師
的重要性，以至於成效不彰，身障生回到班級中仍被排擠。特教師與普教
師應團隊合作，除了教導身障生社會技能，也要進行一般同儕接納課程，
讓一般生了解並學習與身障生互動的方法。
最後，社會技巧行為常發生在日常社會情境中，技巧應用亦隨時存在，
不 刻 意 安 排 的 自 然 情 境 中 練 習 是 最 有 效 的 。 Armstrong, McPherson 和
Townsend (引自 Adams, Michael B.等，2010)指出家庭是學習和實踐社會技巧
的自然環境，如果兒童要熟練的使用技巧，父母須參與教學，而教師在學生
的社會技能發展上具榜樣地位，因此教師和家長配合非常重要(Samanci &
Osma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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