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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希望能描繪出學前教師在融合班教學的心路歷程，其研究目的有

四： 1. 瞭解學前教師在融合班教學的經驗過程。 2. 探討學前教師在融合

班遇到教學困境時，教師所持有之態度。 3. 探討學前教師在融合班遇到

教學困境時，教師在教學上的因應 和調整。 4. 探討學前教師在融合班教

學的支持來源。 本研究使用訪談法，以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進行，共計

五位學前教師，並進行資料分析。依據上述研究目的與方法，本研究獲

得以下結果： 壹、教師面對教學困境所持之態度 一、面對教學困境所持

之態度 （一）衝擊來襲，不知所措而引發生氣的情緒 （二）調適心態，

盡量而為能作多少算多少 （三）接受事實，以包容的心接納他們 貳、融



合班教師在教學上的因應與調整 一、心理調適方式 （一）初期-中期：

調整心態。 1. 做好心理建設 2. 不貼標籤 （二）中期-後期：調整學習評

估的標準。 1. 降低標準 2. 放掉原先的期許 二、 教學調整 （一）利用零

碎時間 （二）加強練習 （三）與工作夥伴合作 （四）運用教具或實物 

（五）善用班上的小幫手 （六）利用同儕的互動 （七）嘗試不同的方

式：忽略、和家長相互配合、作好銜接工作、收集相關資料、一次只講

一個規則。 （八）結合其他園所辦活動或運用社區資源 （九）自我反省 

參、教學支持 一、孩子的成長是最重要的支持 （一）無法忘卻孩子天真

的笑容 （二）特殊需求的孩子能融入團體生活並擁有獨立生活的能力 

（三）特殊需求孩子的成長和進步是老師最大的成就感 （四）愛孩子的

同時老師也感受到孩子的愛 二、尋求校內外的支持系統 （一）特教老師

提供資源 （二）園所長的支持 （三）親朋好友的相互鼓勵 （四）特殊

需求孩子的家長抱持著感激的心 （五）從尋求資源中自我強化  

摘要

(英) 

A Study on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of the Preschool Teachers in Inclusive 

Classroom Abstract The present research seeks to examine and describe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inclusive classrooms. There are four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1. to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of the preschool 

teachers in inclusive classrooms; 2. to inquire into the attitudes those teachers have 

when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3. to examine the adjustments and 

managements those teachers make when they are faced with problems; 4. to 

explore the sources of support those teachers have in inclusive classrooms.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a series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five preschool 

teachers; according to the preceding aims and approache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 1. The responses to teaching problems: 1.1. anger and frustration when 

problems come too soon to be handled properly. 1.2. emotional adjustment with a 

feeling that they could only do their best. 1.3. acceptance of the ways things are 

with generosity. 2. Necessary managements and adjustments made when they 

teach in inclusive classrooms: 2.1 emotional adjustmen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adaptation period to the middle of it. a) trying to be well-prepared emotionally 

before class. b) trying not to hold any prejudice against students. 2.2 alteration of 

evaluative criterions from the middle of the adaptation period to the later period of 

it. a) revising criterions. b) modifying previous expectations 2.3 manipul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 making use of every single moment considered insignificant. 

b) practicing teaching strategies. c) cooperating with colleagues d) incorporating 

variou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ings concrete into instruction. e) trying to get help 

from normal students. f) utilizing the results of interactions among students. g)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disregard, cooperation with parents, con- nection made 

with things previously taught, collection of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one rule for 

one time. h) integrating activities held by other kindergartens into instruction or 

using resources provided by local communities. i) doing self-reflection. 3. 

Supports that help preschool teachers overcome problems: 3.1. the improvement of 

kids as the main support. a) Children’s smiles are the reward. b) The kids with 

special needs can enjoy group life and become independent. c) The progress made 

by kids with special needs gives teachers sense of self-fulfillment. d) Kids return 



teachers’ love. 3.2. support sought inside and outside school. a) the resources 

provided by teachers of special education. b) the support from kindergartens’ 

principals. c) encouragement from friends and relatives. d) gratitude shown by 

parents of kids with special needs. e) self-empowermen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eeking help. Keywords：inclusive classroom, teach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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