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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智能障礙者在社區居住自我決定之狀況與影

響不能自我決定的因素。本研究採用觀察法輔以訪談法，以某中心社區

家園的 4 位智能障礙者作為觀察場域與對象。研究發現: 智能障礙在自我

決定八個面向包括: 進出家園、洗澡、穿衣、飲食、使用電話、兩性交

往、使用金錢、個人娛樂等。4 位智能障礙在八個面向狀況如下：A 在洗



澡、穿衣、使用電話、兩性交往、使用金錢與個人娛樂等面向可以自己

決定。但 A 在進出家園與飲食受到限制，無法自己決定。B 洗澡、穿

衣、使用電話、兩性交往、使用金錢等面向可以自己決定。但 A 在進出

家園與個人娛樂受到限制，無法自己決定。C 在穿衣、使用電話等面向

可以自己決定。但在進出家園、洗澡、飲食、兩性交往、使用金錢與個

人娛樂等無法完全由自己決定。D 在進出家園、洗澡、穿衣、飲食、使

用電話、兩性交往、使用金錢與戶外個人娛樂無法完全自己決定，只有

在室內靜態娛樂 D 才可以自己決定。 影響智能障礙在自我決定的因素

為：智能障礙者在進出家園面向，工作人員會考量智能障礙者認路的能

力、表達與溝通的能力、自我保護的能力以及家人的想法，因此智能障

礙者會因上述不同的因素，工作人員對智能障礙者有不同的限制。在洗

澡方面，工作人員考量因素為家園作息時間，智能障礙如果能在一定時

間完成，工作人員並不會干涉，但智能障礙如呈現被動狀態，工作人員

會採取提醒的方式。在穿衣面向，智能障礙可以決定自己每天穿著打

扮，她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接受贈予的衣物。在飲食面向智能障礙者可

以透過每週三家庭會議選擇早餐與晚餐的食物內容，但工作人員會考量

預算的控制、食物營養成份、飲食禁忌與體重管理等。在使用電話面

向，有使用電話能力的智能障礙者可以自己決定電話的使用對象、時間

與頻率。但無使用能力的智能障礙者則須工作人員的協助，由工作人員

來決定是否提供協助。在兩性交往面向，智能障礙者無法自己決定，主

要取由家長的態度，若家長採取保護態度，工作人員就必須去維護安

全。在使用金錢面向，影響智能障礙不能自己決定使用的因素為智能障

者使用金錢的能力與家長為其主要決定者，工作人員扮演著受家長委託

的角色。個人娛樂面向，智能障礙者可以自己決定在室內靜態休閒活

動，但戶外活動工作人員會考量安全性、團體生活一致性，而有不同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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