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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教育階段啟智學
校智能障礙學生暑假期間的教育現況及其
延長教育服務需求的情形，以及不同背景
變項的學生及家長對暑期教育現況及延長
教育服務需求的意見和其中的差異。

本研究採調查研究法為主，透過問卷
調查方式分別以九十學年度台灣地區 11
所啟智學校國小部及國中部學生的家長為
研究對象，有效問卷共計 395 份。研究者
以自編之「身心障礙學生暑期教育現況及
延長教育服務需求」調查問卷作為蒐集研
究資料的工具。問卷調查所得資料以次數
分配、百分比、獨立樣本 t考驗、卡方考
驗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處理分
析。

本研究除探討家長之相關意見及其所
面臨的問題外，並進一步根據研究結果提
出改進智能障礙學生教育措施之建議，以
期增進智能障礙學生教育的品質和成效。

關鍵詞：國民教育、智能障礙、暑期教育、
延長教育服務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understand current status of summer pro-
grams and need for extended school year 
services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
bilities.
    There were 395 parents or gardians of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grade 
range from first to ninth, from 11 public spe-
cial schools in Taiwan,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a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Various statistics methods, including 
t-test, Chi-square tests, and ANOVA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subjects’ background variables.
    Descriptive themes and issues emerged 
from the data that leaded to a greater under-
standing of what parents felt when their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need 
during the two-month summer vacation. The
data helped parents, educators, and admini-
strators work in partnership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for students with in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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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al disabilities.

Keywords：mental retardatio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summer  programs,

          extended school year  services, 
compulsory education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根據美國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Education Service Center, 

Region X,Richardson,Texas,1988)整理

許多研究指出，智能障礙學生在暑假期

間常發生嚴重的退步情形，導致在新學

期開始時，需花費很多的時間與心力在

複習舊課程上，同時，也影響了新課程

內容的進度。在這樣「暑假退步、開學

重教」周而復始的惡性循環下，期盼智

能障礙學生在有限的學校教育時間內，

達到獨立自主的教育理想是很困難的。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嚴重的退步情形，

對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而言，更是普

遍存在的現象。因此，以中、重度智能

障礙學生為主要教育對象的啟智學校學

生暑假期間的教育情形，是十分令人關

心的。

    除了上述暑假期間智能障礙學生會

發生嚴重的退步情形之外，另一方面，

就智能障礙學生的教育需求來探討，可

以進一步的了解善用暑假，對於智能障

礙學生是十分重要的。就教育需求而

言，智能障礙學生無論在認知發展、語

言、抽象思考等各方面的能力普遍低

下，也常伴隨注意力缺陷、學習遷移困

難、人際關係不良等各方面的問題（郭

為藩，民 80；何華國，民 81）。而國外

學者 Wehman, Renzaglia 和 Bates（1985）

也提出智能障礙學生常會有溝通技能、生

活自理能力、動作技能、認知能力及職業

能力等各方面的障礙，並且也常會有不適

當的社會行為。因此，可以明白智能障

礙學生的教育需要，是涵括各層面的；

教育內容是涵括各領域，透過全面性的

教育，才能促進智能障礙學生全方面的

發展，以達到獨立自主於社會的理想目

標。而就智能障礙學生本身的學習速率

來探討，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速率較一

般學生慢，必須花大量的時間來學習，

才能學會所需學習的內容（郭為藩，民

80；何華國，民 81）。因此，如何能善

用暑假時間，安排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讓學生能在有限的學校教育時間內，有

最大的學習成效，是值得深思關切的教

育問題。

基於以上所述，茲將本研究的研究

動機，分述如下：

1. 長達二個月的暑假期間，若未能持續

的學習，智能障礙學生可能產生嚴重

退步的現象，如此對於啟智教育的成

效，會有許多負面的影響。因此，了

解國內啟智學校學生在暑假期間的

學習情形及可能面臨的問題，是為本

研究動機之一。

2. 智能障礙學生的教育內容是涵括各

層面、各領域，而智能障礙學生本身

的學習速率較一般學生慢，以致需大

量的時間來學習，才能達到理想的教

育目標。因此如何能善用暑假時間，

安排有意義的學習活動促使教育目

標早日達成，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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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障礙學生的家庭常需面臨各方

面的問題，以致於在暑假期間，父母

多無法擔負教育智障子女的責任，因

此，實有必要深入了解智能障礙學生

的家長，在暑假期間的教育需求，此

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包括以下六點：

1.了解啟智學校國小部及國中部學生暑假

期間的教育現況。

2.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啟智學校國小部及國

中部學生（Å性別Ç就學階段É就學年

級Ñ障礙類型Ö障礙程度）暑假期間教

育現況的差異情形。

3.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啟智學校國小部及國

中部學生家長（Å年齡Ç教育程度É職

業Ñ家庭收入）暑假期間教育現況的差

異情形。

4.了解啟智學校國小部及國中部學生暑假

期間的教育需求。

5.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啟智學校國小部及國

中部學生（Å性別Ç就學階段É就學年

級Ñ障礙類型Ö障礙程度）暑假期間教

育需求的差異情形。

6.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啟智學校國小部及國

中部學生家長（Å年齡Ç教育程度É職

業Ñ家庭收入）的不同，其暑假期間教

育需求的差異情形。

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教育現況方面

1. 目前啟智學校國小部學生多為中、重度
智能障礙的學生需長期性、系統化的教
學。而多數學生暑假期間並沒有接受學

校、機關團體或專業人員的暑期輔導；
而家人也僅有少數積極教育輔導孩
子。整體而言，學生暑假期間從事教育
相關活動是十分缺乏的。

2. 學生在暑假期間的生活情形主要有從
事觀賞性的休閒活動；在人際互動上，
多半和兄弟姐妹一起玩，很少與一般普
通朋友或同為智能障礙的朋友一起
玩；另有許多的學生不會安排自己暑假
期間的生活，會出現發呆、閒晃的情
形。因此，整體而言，學生在暑假期間
的生活是十分封閉，且缺乏積極的人際
互動。

3. 家長在教育及照顧孩子所遇到的困擾
情形是全面性的。包括家長本身缺乏專
業能力、時間不足、經濟能力不足、缺
乏適當師資、缺乏適當的安置機構等各
方面的困擾情形。

（二）教育需求方面

1. 在教育需求方面，無論在教育內容、教
育服務型態、親職教育服務及教育資源
等各方面都有高度的需求。這和目前啟
智學校國小、國中部學生從事的教育活
動普遍不足的情形相較之下，更突顯出
學生及家長對於暑期相關教育需求的
迫切性。

2. 不同障礙類型及障礙程度在教育內容
需求上會有顯著的差異情形。而依目前
國內所舉辦暑期相關教育活動的情
形，多數是不分年齡、不分障礙程度，
而多數課程也未經詳盡規劃，缺乏系統
性，且不符合個別化教育的原則，難有
顯著的教育成效。

四、計畫成果自評

（一）達成預期目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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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學生暑期教

育現況及延長教育服務需求內容。

2.建立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學生暑期教

育現況及延長教育服務需求的研究工具

及信、效度參考資料。

3.分析影響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學生暑

期教育現況及延長教育服務需求的相關

因素。

4.瞭解提供台灣地區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

礙學生暑期教育現況及延長教育服務服

務可能遭遇的困難及改進的途進。

（二）研究成果的學術或應用價值

1.提供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學生暑期教

育現況及延長教育服務需求之調查工

具。

2.瞭解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學生暑期教

育現況及延長教育服務需求之現況。

3.瞭解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學生暑期教

育現況及延長教育服務需求之各項因

素。

4.提供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學生暑期教

育現況及延長教育服務的有效途徑，以

供教育訓練、醫療復健及社會福利等相

關單位之參考。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旨在探討啟智學校國小部及

國中部學生暑假期間教育現況及延長教

育服務需求的情形，雖力求完整，但基於

主、客觀環境的因素，仍有以下的限制：

1.本研究的對象係為目前就讀於國內公

立啟智學校的國小部及國中部的學

生，故無法推論至一般學校啟智班及私

立啟智教育機構的學生，或其它在學階

段的學生。

2.本研究對象為智能障礙學生，故研究結

果無法推論至其它障礙類別的學生。

3.本研究實施調查研究時，僅抽取主要負

責教育智能障礙子女的家長一位來參

與調查，無法含括所有學生家長的看

法。

4.本研究的家長係為目前就讀於國內公

立啟智學校的國小部及國中部學生的

家長，故所得結果，無法推論至一般學

校啟智班及私立啟智教育機構的家長。

5.本研究在實証研究上係採用問卷調查

法進行研究，而受試者在填答時可能因

主、客觀的因素，而作不符實際之填

答，以致於所獲得的結果和實際情形會

有誤差存在，在解釋結果上也可能會有

偏差的情形產生。

6.本研究調查對象是為啟智學校國小部

及國中部學生的家長，故無法完全代表

啟智學校國小部及國中部學生之真實

現況、需求與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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