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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第一年計畫重點為中等教育
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專業服務模式雛形之
建立。研究工作主要是進行文獻資料蒐
集，然後在北、中、南三區舉辦分區座談，
邀請（1）家長代表，（2）特殊學校及特
殊班教師代表，（3）行政代表，（4）專
家學者，（5）相關專業人員代表等，討
論中等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專業服務
之需求項目。
    研究者配合研究目的，綜合與會人員
意見，提出對中等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
專業服務之基本模式，同時編擬調查問
卷。所編擬的問卷初稿，請身心障礙教育
學者、相關專業人員、資深教師，檢視所
發展之問卷內容，建立內容及表面效度，
並進行問卷預試及工具信、效度考驗。

關鍵詞：中等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轉銜
服務模式、專業服務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part of the study of 
Transition Services Model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n Secondary Edu-
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Learning,
Independent Living, Vocation, Welfare, 
and Integrated Related Services.  The 
purpose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discover how integrated related 
services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adult life 

was experienced and understood by par-
ticular young adults with disabilities, 
families, and service providers. 

Panel discussions were utilized to 
gather and analyze data o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for secondary students with dis-
abilities.  Two questionnaires were deve-
lop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discussions, as the research tools of the 
second year of this research.

Keywords: transition, integrated related 
services, secondary programs, 
special education

二、緣由與目的

隨著高職多元升學方案及身心障礙
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計畫的措施，身心障
礙學生接受教育的人數將更為增加。身心
障礙學生接受學校教育後，終需進入社
會，轉銜的成功與否，意味著能否順利地
從單純的學生生涯邁向複雜的成人生
涯，從依附性生活邁向較獨立的生活，因
此，轉銜服務模式的建立將成為特殊教育
極重視的課題。
   本研究探討各類身心障礙中學生專業
服務層面的轉銜服務需求，研究對象涵括
輕度障礙、重度障礙、生理障礙等三大類
的身心障礙學生。透過各類身心障礙學生
的需求比較，建立專業服務模式，該模式
就服務性質、服務內容、服務持續程度三
大方向規劃各類身心障礙中學生之專業服
務需求。透過實證研究，以質、量並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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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了解各類身心障礙中學生在接受轉
銜輔導後，其在個人生活、家庭生活、社
區生活及職業生活等四大向度上的適應情
況，並進行為期一年的追蹤輔導，以了解
專業服務方案的成效。

本研究自變項包括：
1.障礙類別：輕度障礙、重度障礙、生
理障礙。

2.階段別：國三、高三。
3.學生類型：在學或就業。
4.安置型態：特殊學校、特殊班或資源
班。

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從專業服務層面探討各類身心
障礙中學生的轉銜服務需求。研究對象涵
括下列三大類的身心障礙學生：

1.輕度障礙（如：學習障礙、輕度智
能障礙等）。

2.重度障礙（如：中、重度智能障礙、
以智能障礙為主障礙的多重障礙、腦
性麻痺、自閉症等）。

3.生理障礙（如：視覺障礙、聽覺障礙、
肢體障礙等）。

    本研究第一年採座談會的方式，以研
究設計之「專業服務模式」雛形發展座談
的基本架構，然後以座談會所得資料編擬
問卷，研究步驟及結果簡述如下：
1.依據文獻探討結果，擬定半結構式的
身心障礙學生「專業服務」需求座談
大綱，以北、中、南三區舉辦分區座
談，邀請（1）家長，（2）教師，（3）
行政，（4）專家學者，（5）相關專
業人員代表等，討論中等教育階段身
心障礙學生專業服務之需求內容。請
與會人員提出看法及建議，研究者配
合研究目的，綜合與會人員意見，提
出對中等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專業
服務需求內容。

家長代表包括各類身心障礙學生
家長及各類身心障礙協會代表（如智
障者家長總會及各地協會、春暉協進
會等）12 人；教師代表則包括各類身
心障礙特殊學校及特殊班、資源班教

師代表 28 人；行政代表 9人，包括教
育及醫療復健等單位代表；專家學者
代表 16 人，則是包括教育及醫療復健
等學者專家；相關專業人員代表 14
人，則包括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
言治療、及心理治療等代表，合計 79
人（參見表 1）。

   表 1 座談會人數統計表       
  類別                人數          

  家長代表               12   
   教師代表                 28        

  行政代表                   9          
  專家學者代表             16          

   相關專業人員代表         14          
     合  計                79

2.編擬調查問卷；問卷的主要重點在評
析及探討中等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
專業服務之實際需求。問卷分為主要
照顧者及專業人員填答兩種。問卷內
容專業服務轉銜需求包括七方面的相
關變項：（一）學生能力，（二）學
校與工作方面，（三）休閒與娛樂方
面，（四）社區方面，（五）專業服
務內容範圍方面，（六）專業服務模
式方面，（七）專業服務轉銜需求的
行政組織與運作方面。

3.邀請專家學者、資深教師及相關專業
人員代表 10 人，審查問卷初稿。

4.選取主要照顧者 20 人，專業人員 20
人，共計 40 人，就問卷初稿之內容、
詞句、作答方式等，進行問卷預試。
預試目的，在了解問卷之用詞、填答
方式及說明，有所疑惑或說明不清楚
之處，預試結果再併同專家審查資
料，據以修改問卷內容，修正後問卷
即為正式問卷。再邀請 5 位專家審定
問卷之內容效度及表面效度。

5.另以 Cronbach α驗證問卷內容的一
致性。主要照顧者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α信度值為.96，分量表內部一致性α
信度值為.05 到.96。專業人員量表的
內部一致性α信度值為.97，分量表內
部一致性α信度值為.61 至.94。

  6.依據座談會題綱及問卷內容，分別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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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要照顧者及專業人員訪談題綱。
請專家學者及實際從事教學之教師共
10 人，針對訪談題綱內容之適切性提
供意見。修正後分別選取具代表性之
主要照顧者及專業人員各一位進行深
入訪談，並依訪談結果作為訪談內容
之依據，完成正式訪談題綱。

    
四、研究結果自評

1.本研究所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除學
校本身外，與家長、相關專業人員與
行政單位（機構）均有密切關係，彼
等對身心障礙學生的了解與接納程度
將影響本研究之執行。唯近年來我國
社會對障礙者已逐漸培養出關懷之
心，本研究及另四項子計畫主持人將
繼續透過各地身心障礙者家長協會及
相關團體之協助，以多管道方式進行
溝通，尤其在第三、四年研究中，以
行動研究法進行問題的發掘與處理，
更可針對實際狀況，尋求合宜的解決
方法。預期在四年期間，可逐步獲得
相關人員的支持與協助，達成預定之
研究目的。

2.各單位（機構）限於法令規章，常有
本位主義的色彩，亦可能因人力問
題，無法提供障礙者充分的服務。而
本研究涉及教育、勞政、社政、甚至
醫政等主管機關，彼此間能否合作與
統整、乃至其人力配置適當與否等問
題，均為本研究成功與否的關鍵。研
究者除於研究進行期間與相關單位協
調、促成彼此間積極有效的分工合作
外，亦擬透過身心障礙者保護委員
會、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等既有之機
制，醞釀跨部會局處間的共識，以減
少本研究可能遭遇之困難，同時更為
其他與身心障礙者權益有關的問題，
暢通其解決的管道。

3.全省各地區問卷調查及訪談的資料蒐
集，牽涉範圍太廣，單一專案可能無
力完成，本研究透過整合型各子計畫
分工，不同區域及障礙類別由單一子
計畫負責蒐集該區所有子計畫資料，
如此減少交通及人員往返問題。

4.身心障礙轉銜服務模式的建立，有賴
各子計畫間協調及統整，因此本研究
透過定期與各子計畫負責人座談，每
月定期開會討論，協調解決各項研究
所發現的問題，並從中學習各領域專
業人員相互支援運作方式。

5.本研究問卷調查、座談會、個別訪談
及實驗方式進行探討，除資料蒐集與
分析工作複雜外，並牽涉和相關專業
人員、教師、學生、家長等之經常會
議與聯繫。因研究工作繁重，又各年
之進度均非常緊湊，無法延後執行，
必須透過相當人力負責此項任務，故
請兩位協同研究人員來處理各項資料
分析及人員間連絡事宜，以解決各項
工作推展可能延誤的情形，是此問題
解決的有效途徑與方法。

6.本研究之完成，配合另四項子計畫，
共同建構可協助心障礙學生從學校順
利轉銜到社區的服務模式。此一模式
既係根據國情由本土發展而來，當可
針對國人習性設計適宜的轉銜方案，
再則可因本研究之推動，統整各個相
關單位（機構）的資源，規劃適合身
心障礙者所需之轉銜服務，達成保護
身心障礙者、增進其就業機會、提昇
其適應社會生活能力的目標，不但提
供身心障礙者發展的機會，更可減少
政府與社會未來的負擔，有助於國家
社會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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