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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瞭解臺北縣公立幼稚園實施融合教育品質之物理環境與特殊

需求幼兒參與活動的情形與程度，主要的研究目的有四，分別為（一）

瞭解學前普通班實施融合教育物理環境之情形。（二）瞭解學前普通班

特殊需求幼兒使用物理環境的品質。（三）瞭解學前普通班特殊需求幼

兒參與活動的情形。（四）瞭解學前普通班特殊需求幼兒與同儕參與活



動的品質。 研究的方法以觀察和訪談進行資料收集，並以臺北縣公立幼

稚園實施學前融合教育之普通班為研究對象，共計六所公立幼稚園及六

位學前普通班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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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物理環境的情形 六所公立幼稚園在物理環境的安

排與規劃上均有考慮特殊需求幼兒本身障礙與需求及桌椅、角落櫃的高

度、尺寸。其次，特殊需求幼兒均可以自由拿取角落的教具與材料、教

室動線寬敞，只有 C 園為 ADHD 將角落走道設計成只容一人走動的間

距。此外，廁所無障礙設施是依據幼稚園設備標準所規劃，所以六所幼

稚園在廁所無障礙設備最為完善。 二、物理環境的品質 A 園和 B 園的物

理環境品質均屬於 a 等級， D 園和 F 園的物理環境品質均屬於 b 等級；

而 E 園和 C 園的物理環境品質均屬於 c 等級。 三、特殊需求幼兒與同儕

投入、參與活動的情形 六所公立幼稚園特殊需求幼兒會參與班上所有活

動，除了 E 園中度自閉症幼兒之外，以互動情形而言，B 園和 C 園特殊

需求幼兒在同儕互動與師生互動時，大部分是特殊需求幼兒主動。 四、

特殊需求幼兒與同儕投入、參與活動的品質 A 園、B 園、C 園、D 園、E

園、 F 園六所公立幼稚園特殊需求幼兒在投入、參與活動的品質分屬於

a、b 和 c 等級，其中 A 園、B 園、C 園、D 園四所公立幼稚園特殊需求

幼兒與同儕在投入、參與班級活動品質屬於 a 和 b 等級， E 園和 F 園特

殊需求幼兒在投入、參與班級活動品質屬於 c 等級。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

果，分別針對物理環境、參與活動以及對於未來研究等方面，提出具體

的建議，以供相關實務與後續研究之參考。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on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and engagement 

of public kindergartens in Taipei County. The main four purposes were: 1. to 

investigate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al classroom. 

2. to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the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using physical 

environment. 3. to investigate the participation and engagement of the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classroom. 4. to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the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participating activities with peer. There were two study methods in 

this stud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A number of 6 public kindergartens with 

inclusive education and 6 kindergarten teachers whose class had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were chosen to be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The results were drawn 

as follow: 1. In physical environment, all teachers would arrange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lassroom according to the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2. In quality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the qualities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the kindergarten 

A and B were a degree, the kindergarten D and F were b degree, the kindergarten E 

and C were c degree. 3. In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of the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they all participate and engage in the activities in their classrooms, 

except the autism in kindergarten E. In the teacher-student and peer interaction, the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kindergarten B and C always participate positively. 

4. In quality of participation and engagement of the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four kindergartens were a, b degree; two kindergartens were c degree. Base on the 

above results, the suggestions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participation, engagement, 

and further studies were proposed.  



論文

目次 

中文摘要 -----------------------------------------------Ⅰ 英文摘要 -----------------------

------------------------Ⅳ 目次 -----------------------------------------------Ⅷ 附錄次 ----

-------------------------------------------Ⅹ 表次 ---------------------------------------------

ⅩⅠ 第一章 緒 論------------------------------------------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5 第三節 研究目的------------------------------------------7 第四節 名詞釋義--------

----------------------------------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3 第一節 我國學前融合教育的發展---------------------------- 13 第二節 融合

教育之物理環境-------------------------------- 28 第三節 特殊需求幼兒活動參與

-------------------------------58 第三章 研究方法-----------------------------------------

73 第一節 研究設計----------------------------------------73 第二節 研究對像-------

----------------------------------77 第三節 研究工具----------------------------------------

-81 第四節 實施程序-----------------------------------------84 第五節 資料分析-----

------------------------------------97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 101 第一節 教室物理環境的情形與品質------------------------101 第二節 

幼兒投入、參與活動的情形與品質-------------------150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215 第一節 結論------------------------------------------

213 第二節 建議------------------------------------------221 第三節 研究限制--------

------------------------------224 參考文獻---------------------------------------------227 

中文部分---------------------------------------------227 英文部分-------------------------

--------------------235 附錄次 附錄------------------------------------------------238 附

錄一 觀察時間ㄧ覽表--------------------------------238 附錄二 六所公立幼稚園-

幼兒作息表----------------------238 附錄三 物理環境觀察紀錄格式樣本---------

--------------243 附錄四 特殊需求幼兒參與與投入觀察紀錄格式樣本----------

-247 附錄五 訪談分析範例----------------------------------255 表次 表 3-1 六所公

立幼稚園概況-----------------------------79 表 3-2 六所公立幼稚園特殊需求幼

兒在融合班級的參與時間 與作息活動------------------------------------ 80 表 3-3 

融合教育品質之物理環境觀察--------------------- 86 表 3-4 融合教育品質之

特殊需求幼兒投入、參與活動-------95 表 3-5 物理環境評估標準--------------

---------------- 98 表 3-6 特殊需求幼兒與同儕投入、參與活動的評估標準----

-98 表 4-1 各園物理環境分數統計表------------------------102 表 4-2 A 園特殊

需求幼兒與同儕投入、參與活動分數統計表 152 表 4-3 B 園特殊需求幼兒

與同儕投入、參與活動分數統計表 158 表 4-4 C 園特殊需求幼兒與同儕投

入、參與活動分數統計表 167 表 4-5 D 園特殊需求幼兒與同儕投入、參與

活動分數統計表 176 表 4-6 E 園特殊需求幼兒與同儕投入、參與活動分數

統計表 189 表 4-7 F 園特殊需求幼兒與同儕投入、參與活動分數統計表

199  

參考

文獻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王天苗（2001）。運用教學支援建立融合教育的

實施模式：以－公立幼稚園的經驗為例。特殊教育研究學刊，21，27-

51。 王天苗（2002）。發展遲緩幼兒在融合教育環境裡的學習。特殊教

育研究學刊，23，1-23。 王文科（2001）。教育研究法。臺北：五南。 

王文科(2004)。教育研究法。臺北：五南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1996）。教改會總諮議報告書。 何素華（2001）。在融合的教育環境

中如何設計課程。載於陳政見主編：融合教育論文集，133-160。嘉義：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何蘊琪（1997）。卷宗評量在教學上之應

用。測驗與輔導，143， 2957-2959。 吳武典（1993）特殊教育的理念與

做法。臺北：心理。 吳武典（1995a）：無障礙環境軟硬體設施及其與特

殊教育的關連。載於張蓓莉、林坤燦主編，無障礙校園環境實施手冊。

台北市，台灣師大特殊教育中心。 吳武典（1995b）。特殊教育的發展與

趨勢。載於師資培育的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

研究中心。 吳美麗（2001）。特殊教育方案之規劃與設計-以臺北縣為

例。國立臺北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市。 吳淑美（1995）。完全包含（full inclusion）教育模式可行嗎？。特

教新知通訊，3（3）：1-2。 吳淑美（1998）。學前融合班教學策略篇。

臺北：心理。 吳淑美（1999）。談融合教育的實施與困境。國教世紀，

188，6-11。 呂岡沛(2004)。融合教育理念之學習空間的建築計畫研究-以

竹師實小融合班為例。私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縣。 李靜曄 （2004）。特教 DIY--學前融合教育班級經營之行動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谷瑞勉

（2006）初版四刷。幼稚園班級經營：反省性教師的思考與行動。臺

北：心理。 林美智(2000)。空中大學師生互動與學生學習滿意度之研

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林

貴美（2000）。學前融合教育實施方式初探。臺北縣教育局。 邱椽茵

（2007）。學齡前融合教育班級師生及同儕互動之研究-以台北縣一所公

立幼稚園教師經驗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

版，臺北市。 徐宗國譯（1997）。質性研究概論。台北：巨流。 張世宗

（1996）。幼兒學習空間的規劃與運用。載於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幼兒教

育中心主編，幼兒教育空間專輯。教育部國民教育司。 教育部

（1993）。中華民國第二次特殊兒童普查報告。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

會。 教育部（1995）。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教育報告書：充分就學、適性

發展。臺北市：教育部。 教育部（1997）。特殊教育法。台北：教育

部。 教育部（1998）。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2007 年 10 月 5 日，取自：

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fl.asp。 教育部（2003）。九十二年

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臺北：教育部。 教育部（2004）。九十三年度特

殊教育統計年報。臺北：教育部。 教育部（2005）。九十四年度特殊教

育統計年報。臺北：教育部。 教育部（2006）。九十五年度特殊教育統

計年報。臺北：教育部。 教育部（2007）。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2007 年 10 月 9 日，取自：http://www.set.edu.tw/frame.asp。 教育部特殊兒

童普查執行小組（1993）。中華民國第二次特殊兒童普查報告。臺北：

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 曹純瓊（2001）。學前融合教育。臺北：啟英

文化。 許碧勳（2001）。幼稚園實施融合教育之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

院學報，32，451-484。 許碧勳（2003）幼兒融合教育。臺北：五南。 陳

良青（2004）。幼稚園教師實施融合教育態度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市。 湯志民（2001）。幼兒

學習環境的建構和設計原則。初等教育學刊，9，135-170。 鈕文英

（2003）。融合教育的理念與做法：課程與教學規劃篇。高雄：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特教中心。 黃政傑（1997）。團體歷程理論及其在教學上應

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集刊，22，563-567。 黃琬珺



（2001）。從生態行為觀察量表探討不同安置情境中，智能障礙幼童學

習行為與環境互動關係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未出版，彰化市。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1989）。社

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台北：東華書局。 溫惠君（2001）。融合教育指

標及其特殊教育績效之探討－以智障學生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葉至誠、葉立誠(2001)。研究

方法輿論文寫作。台北：商鼎文化。 鄒啟蓉（2000）。發展遲緩幼兒在

融合教育環境中社會行為表現研究。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博士

論文，未出版，臺北。 鄒啟蓉（2004）。建構接納與支持的班級文化：

學前融合教師促進普通與發展遲緩幼兒互動及人際關係之研究。特殊教

育研究學刊，27，19-38。 臺北縣政府(2000)。臺北縣特殊教育行政手

冊。臺北：臺北縣政府。 臺北縣政府（2004）。臺北縣學前特殊教育行

政工作手冊。臺北縣：作者。 劉博允（2000）。臺灣與美國融合教育政

策之比較研究。國立暨南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

縣。。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心理。 潘慧玲

（2003）。社會科學研究典範流變。教育研究資訊，11（1），115-144。 

蔡文龍（2002）。台中縣國民小學融合教育班教師教學困擾之研究。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行政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市。 蔡昆瀛

(2000)。談學校融合教育之相關法規與配套措施。國教新知，47(2)，12-

17。 蔡淑苓（1998）。幼兒同儕互動之研究－以一個幼稚園大班為例。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學報，17，169-189。 鄭雅莉（2004）。特殊幼兒融合

教育品質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

彰化市。 盧明（1998）。普通幼兒對身心障礙幼兒接納態度之研究。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NSC88-2614-H-152-

0031）。 盧明、林菁（1996）。聽障幼兒與普通幼兒社會互動之研究。

嘉義師院學報，10，517-543。 賴淑芬(2005)。幼兒如何面對與處理爭議

事件。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市。 賴雅雯(2006)。臺北縣國民小學融合教育政策實施之研究。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謝藍芝

（2005）。學前教育教師對特殊幼兒接納態度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特教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鐘美貞（2005）。學前融合教育

的運用。2007 年 10 月 15 日，取自：

http://psn.syinlu.org.tw/archives/000648.html 鐘梅菁（2000）。學前教師實施

融合教育之專業之能與困擾問題研究。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博

士論文，未出版，彰化市。 鐘鳳嬌（1997）。幼兒社會化歷程中社會能

力之探討（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

NSC86-22413-H143-001）。 簡淑蓮（2004）。學前教師對實施融合教育態

度及專業之能之研究－以台東縣為例。國立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特殊教

育碩士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台東市。 蘇雪玉（1996）。障礙幼兒混

和就讀之學校適應、學校環境及教師因應策略之探討。行政院國科會專

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85-2413-H-030-001。 蘇雪玉（1999）。從統

合教育到融合教育。PSN(Professional Supportive Network)專刊，冬季號，

4，4-11。 蘇雪玉（2003）。融合式教育在學科、才藝導向 幼兒原實施成

效之探究。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2-2413-H-030-



003。 蘇燕華（2000）。融合教育的理想與挑戰─國小普通班教師的經

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蘇

燕華、王天苗（2003）。融合教育的理想與挑戰國小普通班教師的經

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學刊，24，39－62。 貳、英文部分 

Bailey, D. B., McWilliam, R A., Buysse4, V.,＆Wesley, P. W.(1998). Inclusion in 

the context of competing valu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13,27-48. Bricker,D.(1995). The challenge of inclusion. Journal 

of Early Intervention, 19(3),179-194. Brink, D.(1995) The challenge of inclusion. 

Journal of Early Intervention,19(3),179-194. Buysse, V., Skinner, D. ＆Grant, 

S.(2001).Toward a Definition of quality inclusion:perspectives of parents and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Early Intervention,24(2),146-161. Council for Exception 

Children.(1994) Twelve principles for successful inclusive schools. CEC,Today,1

（2） Guralnick, M. J.＆Groom, J.M. (1988).Peer interactions in mainstreamed 

and specialized classroo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Exceptional Children,54,415-

425. Hoover, J J.,＆ Patton, J R.(1997).Curriculum adaptation for students with 

learning and behavior problems: Principles(2nd ed.).Ausstin, TX:Pro-ed. Jenkins,J. 

R., Odom, S. L., & Speltz, M. L(1989).Effect of social integration on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handicaps. Exceptional Children, 55, 420-428. Marzano, R. 

J.(2003).Classroom management that works: Research-based strategies for every 

teacher. Alexandria, VA:ASCD. Odom, S. L. (2000). Preschool inclusion: What we 

know and where we go from here.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20(1), 20-27. Odom, S.＆ Brown, W.(1993).Social interaction skills interventions 

for young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tegrated settings. In C. Peck, S. Odom ＆ D. 

Bricker (Eds.).Integrating young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to community 

programs: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pp.39-

64).Baltimore: Paul H. Brookes. Odom,S ., L.,＆Diamond,K. E.,(1998).Inclusion 

of you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 research 

base.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13(1),3-25. Smith, T. E. C., Polloway,E. 

A., Patton, J. R.,＆Dowdy, C. A.(1995).Teaching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n 

Inclusive Setting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White, C. S.,＆Coleman, 

M.(2000).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Building a philosophy for teaching.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tice-Hall. Wolery, M.R., Pauca, T., Brashers, M.,＆Grant,S.

（2000） Quality of inclusive experiences measure. Pubished assessment manual, 

Frank Porter Graham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Chapel Hill,NC. Wood, 

J.W.(1992).Adapting Instruction for Mainstreamed and At-Risk Student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論文

頁數 
259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36  

資料 2008/7/25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2008/07/29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5585077 2008.7.25 19:14 59.104.138.43 new 01 495585077 2008.7.25 19:15 

59.104.138.43 new 01 

異動

記錄 

C 495585077 Y2008.M7.D25 19:06 59.104.138.43 M 495585077 Y2008.M7.D25 

19:07 59.104.138.43 M 495585077 Y2008.M7.D25 19:08 59.104.138.43 M 

chfa2502 Y2008.M7.D25 19:32 59.104.138.43 M 495585077 Y2008.M7.D25 

19:33 59.104.138.43 M 495585077 Y2008.M7.D25 19:34 59.104.138.43 M 

chfa2502 Y2008.M7.D29 8:06 140.136.186.26 M chfa2502 Y2008.M7.D29 8:06 

140.136.186.26 I 030540 Y2008.M7.D29 11:15 140.136.208.55 M 030540 

Y2009.M10.D19 14:58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