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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與需求
多年來，根據專家學者以及教師們的研究與臨場經驗顯示，多數情緒行為障
礙學生的學習特質包括資訊處理困難、記憶與注意力無法持久、認知能力落
差大、學業成就低下、行為能力控制困難、人際關係差、缺乏學習動機、自
我意識低下等。然而，不可否認的，他們具有一般的智能發展以及不同的優
勢能力。由於他們大多數在融合教育中就讀，因此，他們最需要改善的能力
是在學業輔導和社會的技能的習得。其學習需求大致如下：
一、學業補救的需求
一般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智能是正常的，在學業成就表現上，有部分的
學生可以達同年齡者的課業，甚至於有少數人能超越同年級者。然而，
大多數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學業成就卻不如預期（Kauffman, 2009）
。
Knitzer、 Steinberg、 Fleisch（1990）曾對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教學品
質做研究，在報告中指出，學校對這些學生的教育，大部分過度強調行
為問題的處理，反而忽略學業成就和社會技能的加強。事實上，增進學
生認知的學習是學校明確的任務與目標。而教師良好的教學可預防許多
行為問題。Kupersmidt 和 Patterson（1987）在 1,449 位 2 至 5 年級的
兒童研究報告中顯示，兒童有 3 到 4 項社會問題者，有 25%是屬於低成
就學生。許多人爭論行為問題影響學業成就；也有人認為是低學業成就
導致行為問題。無論如何，這兩個問題常是互為因果的。因此，提供情
緒行為障礙學生之學業輔導是教師們普遍需要的工作。
二、社會與情緒改善的需求
具有良好的社會技能不但能獲得友誼，更能受到師長的喜愛。而情緒與
行為障礙學生往往缺乏這些能力。他們經常無法與同儕保持友好關係，
也常使師長失望。一位常發脾氣的學生，雖然說話流利，但是口語都是
用來發怒、詛咒他人、譏諷他人，卻不知道與他人做良好的溝通。因此，
他們需要的技能是社會溝通技能特別是實用的口語技能。
貳、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教學評量
一、檢視學生成功的潛能
教師要分析學生的能力，檢視學生可能成功的活動，因為成功的學習可
增進學生的自尊，促進學習動機。比較容易的方法是教師可先閱讀學生
在個別化教育計畫中現階段的能力水準，找出學生的長處和潛能，再安
排教學活動。例如，一個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在學校每科功課幾乎都
跟不上，回家作業也無法完成，他開始厭倦上學，與同學關係欠佳。教
師先評估學生的長處，發現他喜歡音樂也愛搞笑，於是安排他參加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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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鼓號樂隊，並指導他在小團體中與人相處的方法。如此，可重建學生
回到學校的興趣與動機。
二、注意學生學習潛在的問題
教師要檢視學生各科學習的需求，瞭解可能存在的問題，並加以排除。
假如一個情緒困擾的學生，非常敏感，容易因小事而發怒，特別在美術
課時事事要求完美，否則就大發脾氣。教師在上課之前，要先告知學生，
工作的內容和需要完成的進度。並提醒學生遇到挫折時的解決方法。這
種避免問題產生的策略可幫助學生對情緒的自我控制。
三、決定適當的教材教法
1. 選擇符合學生年齡的教材：在融合教育中，因學生的需求而需調整
教材時，應考慮符合學生的生理年齡，以免造成學生尷尬，減損自
尊心。一位五年級學生的語文能力可能只有二年級程度，在選擇教
材時，不能使用二年級的教科書，而是要簡化五年級學生的教科書
到二年級的程度。如此，才能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與功能性。在這
種情況下，建議教師多利用輔助器材，例如，利用錄音機把教材錄
下，讓學生重覆聽，以瞭解教科書的閱讀內容；或利用電腦軟體讓
學生在電腦上做作業或練習。記得不要讓學齡的學生去學幼兒程度
的教材。
2.

選擇容易的方法做課業調整：教師為特殊教育學生調整課業常需要
額外的時間，但是不一定要耗費太多時間，以致於影響指導全班學
生。教師可考慮用彈性及選擇容易的方法做課業調整，例如，勾選
部分適合學生能力或程度的作業做為學生的指定作業，不一定要重

3.

新為他編製教材或作業。
選擇適當的行為管理方法：教師為學生選擇行為的獎勵方式，可依
學生的喜好而給增強物。假如學生喜愛的糖果讓教師覺得不適，可
以和學生討論改以換取打電腦的時間取代。一旦行為管理方法確

定，教師宜貫徹執行。
四、評鑑學生的進步情形
教育是否成功，需要對學生做評估。評估可透過追蹤學生的成績、觀察、
分析學生的工作、學生表現的評估、教師、家長和其他學生的評估。評
估的功能在於幫助教師決定是否繼續、改變或停止教育輔導策略。雖然
測驗常是評鑑的主要部分，強調測驗的表現常衝擊著特殊教育學生。教
師對學生測驗的理念應保證測驗結果在反應學生的知識和技能，而非障
礙。所幸對於特殊教育學生課堂內的測驗，有許多可調整且公平的方
式。Friend 和 Bursuck（2002）在融合教育中提出特殊教育學生測驗調
整的建議（如表 1），說明測驗之前、測驗期間和測驗之後學生成績評
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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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融合教育中特殊教育學生測驗調整之範例
測驗之前

測驗期間

測驗之後

使用讀書摘要
測驗練習

選擇考試方式
選擇考試回答方法

改變等第或分數評分
改變評分標準

教導考試技巧
調整測驗結構

選擇考試地點
直接協助

選擇適當的符號或比例評分

個別指導

提供額外的時間

資料來源：Friend, M. & Bursuck, W. D.（2002）. Including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p.393.
（一）測驗之前的調整
1. 讀書摘要：教師在測驗之前要為學生準備讀書摘要，指導讀
書重點。讀書摘要可以幫助學生避免浪費寶貴時間閱讀全部
資料，相對的能讓學生集中注意於重點資料。
2. 給學生測驗練習：使學生瞭解測驗的方式。考前，特殊教育
學生也可透過普通班同儕或教師助理的個別協助而獲得較好
的表現。
3. 教導考試的技巧：幫助學生分析考試經常做錯的問題，例如
考試錯誤的內容是漏記的筆記而非教科書資料，以後下課，
學生可以借同學筆記，核對上課時疏漏的筆記內容。有的學
生考選擇題時經常未讀完題目就做答，老師可建議他在讀過
的選擇項目做記號以確定每個項目確實都讀到。對於記憶有
障礙的學生，要考認知的內容十分困難，可指導學生一些記
憶術，例如，讀完一段章節，要回想五到七個主要的重點；
一些可以排序的內容可利用順利來記憶；有的是利用關鍵
字，把要記憶的內容變成有意義；或是用圖畫方式把要記的
內容畫上；或是做多感官（眼到、口到、耳到、心到）的過
度學習。有的學生考試不佳的原因是缺乏有系統的讀書，教
師要教導學生做重點摘要，把教科書內容和筆記內容做歸納
整理。
4. 調整測驗的結構：教師對於測驗題目的命題與內容需要結構
化，例如，題目的難度宜從簡到難；作答的指導說明及問題
的句子宜簡明清楚，不宜冗長複雜；字句空間宜適當不可太
小；學生有閱讀困難者，宜提供特別的提示如黑體字或斜體
字；有的學生無法有效的閱讀或寫試題，可以改變選擇題為
配對題；同時教師在測驗時間內應提醒學生測驗的時間，避
免學生無法掌握考試的進度。
（二）測驗期間的調整
測驗方法的調整可影響學生測驗的結果，學生有閱讀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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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給予延長考試時間；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宜安排靠近教
師座位，有助於學生延長專心時間或是安排至資源教室考試
以減少分心；有些學生有書寫困難，教師需要為學生念題目
以適應其測驗需求。普通班教師之間宜充分合作，若有部分
學生有考試特別需求時，可安排一位教師在大班級中監考，
另一位教師可提供念題目的特殊服務。
（三）測驗之後的調整
教師對於學生測驗之後的評分需要做適當的調整。許多特殊
教育的學生有學習困難，無法記憶龐大的認知教材。學生記
憶的障礙會嚴重的影響考試成績。因此，教師可以在評分方
面做以下的調整。
1. 改變等第或分數評分：使用等第、符號、文字敘述方式
評分或是用多元平均方式計分。例如，一位學生有學習
記憶困難，考數學時，全班其他學生共考 30 題，這位
學生則考其中的 15 題再加上教材中教師編的 15 題。計
分時，除了學生的分數外需加上考題特性的文字敘述。
2. 改變評分標準：改變評分標準是採用以試題其中的 15
題或教師編的 15 題計分，或是讓學生重考全班的 30
題試題，再將兩次成績做平均。另外，語文科的考試，
假如學生對於問答題或寫短文有困難，教師可以分析答
案內容，計分時，以表達的意思和回答的順序兩方面分
別計分再加總分。
3. 選擇適當的符號或比例評分：對於學生評鑑結果的評
分，教師很難做評定時，可依學生各項能力表現採用符
號或比例評分。例如，評通過（用符號 P）
，不通過（用
符號 F）
；或是 10 題中通過 7 題，計為 7/10；或是依學
生學習能力分析，做成檢核表，利用勾選方式評估。如
何為特殊教育學生考試計分，教師應依學生的障礙和能
力而採評估的方式。
參、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課程發展
一、學科
（一）數學：功能性課程，包括數的概念、數的計算、錢幣的認識與應
用、預算與開支、度量衡的認識與應用、時間概念、時間
的估算。
（二）語文：聽、說、讀、寫的技巧。
二、社會技能與情緒/情感的管理
（一）社會技能
1. 包括人際關係、情緒控制、適當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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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辨控制社會行為和教導社會行為。
3. 在特定地方教社會技能並應用到其他地方。
（二）情緒/情感的管理
1. 負面情緒的表達：遇到憤怒、焦慮、沮喪、挫折、尷尬的表達。
2. 自我管理：指自我控制和自我指導的能力。教導學生要內在控
制行為，情緒行為非外在受他人控制。是認知行為的方法，為
自己的行為負責。包括自我評估、自我指導、自我修正、自我
增強的方法。
3. 計畫有系統的課程和教學方法介入
（1） 提昇促進社會人際關係的教材如問問題，分享、邀請參與
的活動。
（2）保持良好的人際關係，如傾聽、輪流等待、談話。
（三）解決問題能力的訓練
（1）解決衝突，如談判、仲裁、溝通、說明。
（2）設計不愉快的情境，如拒絕請求、道歉、不禮貌叫綽號、
嘲諷、責備、非難情境的處理。
（3）表達自己，如說出自己的感覺、表達關心、重述要求或說
不的方法。
三、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一）語文
1. 評估學生能力做課程調整：如提供補救教學或簡化普通班原有之
課程，課程內容應包括聽、說、讀、寫四部分技能。
2. 內容
（1）生字：列出簡化課文中的生字。
（2）新詞：列出簡化課文中的新詞。
（3）基本句型：列出簡化課文中的基本句型。
（4）閱讀內容：例如，簡化二下第三課 50/100 的課文。
（5）聽與說的內容：對話語詞與句子。
（二）數學
1. 選擇功能性數學
教導學生日常生活中相關的數學內容，例如，運用實際操作數的
計算、錢幣的認識與應用、預算與開支、度量衡的認識與應用、
時間概念、時間的估算、溫度、氣象報告、存款、提款表格填寫
等。
2. 提供操作性數學教學活動
善用教具、實物、多媒體、可操作性和變化操作的教學活動。
（三）問題行為
1.界定問題行為：問題的界定是影響學習或生活適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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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課堂時間內不寫或無法完成課堂作業
（未做作業或未使用教師所提供的時間做作業，或在未完成前面部
分即做下一項作業）。
2. 訂定行為目標
（1）長期目標：學生會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課堂作業。
（2）短期目標：
1-1 學生會先完成一項作業後，再做下一項作業，在 5 次的嘗
試中通過 4 次。
1-2 學生每天都會完成指定的作業，在 5 次的嘗試中通過 4
次。
1-3 學生每天會主動做指定的作業，在 5 次的嘗試中通過 4
次。
1-4 學生每天都會持續工作達 10 分鐘。
1-5 學生會利用時間主動去做指定的作業。
3. 教學策略
（1）與學生討論：學生哪裡做錯（例如沒有完成作業）
；以及學生
應該做的（例如：在課堂時間中完成作業）。
（2）對學生能嘗試或完成作業的行為給予增強。
a. 給予學生一個實質的獎勵（例如：在課堂上享有特權、當
排長、發資料、五分鐘自由時間等）
；
b. 給予學生精神的獎勵（例如：讚美、握手及對學生微笑
等）
。
（3）學生若能開始做作業並完成作業時要給予增強，當學生能達
成後，再逐漸增加作業量。
（4）與學生訂定契約，列出希望學生達到的行為（例如：能嘗試
及完成課堂作業）
；並列出當學生達到契約中的項目時可獲得
的增強物。
（5）建立教室規則：例如：做作業、安靜地做作業、坐在自己的
位子上、完成作業、達到作業的要求等。教師需反覆地重述
規則，並對學生遵守規則的行為給予增強。
（6）建立作業規則：
a. 聽從指示；
b. 等候所有的指示都已說明完畢；
c. 對不了解的地方提出問題；
d. 確認已拿到所有的資料；
e. 確定已了解如何進行作業時，再開始做作業。老師需不斷
地複述規則，並對遵守規則的學生給予增強。
（7）讓學生瞭解沒有完成作業的後果（例如：沒有完成作業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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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喜歡的活動）
。
（8）與家長保持聯繫（例如：使用聯絡簿或電話等），以分享學生
的進步情形，讓家長也能對學生在學校完成作業的行為給予增
強。
4. 調整課程與作業
（1）盡量設計有趣、吸引人的作業。
（2）利用目錄或圖表以記錄學生完成的課堂作業量。
（3）提供學生充裕的時間以完成作業，當學生表現良好時，再逐
漸縮短作業的時間。
（4）評估作業是否太難，完成作業的時間是否適當，來評鑑作業
的適切性。依據學生完成作業的能力來評估作業的難度。
（5）對於學生不了解的指導說明提供解說或給予發問的機會。或
改寫指導說明，使閱讀能力較差的學生能了解。在做作業之前
先與學生共同解決作業中的幾個問題，做為解題的示範以幫助
學生開始做作業。
（6） 給予較少的作業量（例如：將一份 20 題的數學作業分為四
次，一次進行五題，在一天內利用不同的時間完成），之後再
逐漸 增加問題的數目。
（7）以口頭方式給予學生指示，指示盡可能地簡單及具體，使學
生對於課堂作業的理解。重複或用各種方式給予學生說明以增
加其理解（例如：學生無法理解口語指示時，改以書寫的方式
呈現）
。之後，請學生將指導說明口頭複述給教師聽。
（8）利用書面提示給予學生進行課堂作業的步驟。
（9）鼓勵學生發問，以釐清對課堂作業指示的問題。
（10）可依序告訴學生解題的各個步驟，而非一開始就給整體的指
示（當學生完成前一步驟後，再告訴學生下一步驟該怎麼
做）
。
（11）先給學生較不喜歡的作業，其後再給一個能夠引起學生興趣
的作業，前一個作業的完成將是後一個作業能夠完成的基
礎。
（12）不要強調學生能盡早完成作業，催促學生盡早完成作業，可
能使學生無法依照指示做作業。
5. 利用合作學習
（1）安排一位同學來協助該生練習作業。
（2）提供學生課業上獲得協助的機會（例如：同儕指導、將做作
業的指示帶回家、經常與學生保持互動等）
。
（3）指定一位同學作為學生的模範，使其能加以模仿，適當地完
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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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同儕給予指示說明完成作業的方法。
6. 班級經營
（1）減少會導致分心的刺激物（例如：將學生安排於第一排，或
提供一個小隔間或安靜的地方，使學生遠離刺激物），目的
是為了減少刺激，而非一種處罰。
（2）經常與學生互動，以維持學生對課堂作業的投入（例如：問
學生問題，詢問學生的想法，站在學生的旁邊，將學生安排
於靠近教師辦公桌的位子等.）
。
（3）監督學生進行課堂作業，使學生能專注於作業上。
（4）允許學生做選擇的作業，當學生能按步完成選擇的作業後，
再逐漸讓學生做規定的作業。
（5）對學生說明若無法在時間內完成作業時，必須利用其他時間
來完成（例如：一天較早、較晚的時間、休息時間、娛樂時
間或放學時間）
。
（6）提供學生選擇作業的機會，並要求學生最少應完成的作業量
（例如：給予學生十份作業，其中有六份必須在當天完成）
。
（7）向學生清楚說明完成作業所需的時間和要完成作業的時
限，協助將時間劃分成數個單位，讓學生知道完成作業所
需的時間，使他們能督促自己，並在時限內完成作業。
（8）設法處理拒絕做作業的學生，避免其他學生起而仿效（例
如：不與該學生爭論，把學生移置到一個小隔間，或其他
安靜的地方進行作業）。
（9）建構一個讓學生可經常尋求幫助及協助的環境。避免學生
對活動產生過度刺激的情形（例如：挫折、生氣等）。
（10）藉由非學業性質的工作（例如：治療或遊戲等），讓學生
練習聽從指示的技巧。
（11）讓學生在做作業時使用計時器，以便學生在指定的時間內
完成作業。
（12）減少強調學業及社會競爭，害怕失敗的心理可能會導致學
生不願意在時間內完成指定的作業量。
（13）讓學生在一個有個人空間的地方完成作業（例如：小房間、
可安靜讀書的地方等），降低學生當眾失敗的焦慮。
肆、普通班教師對於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班級經營
普通班教師對於指導情緒行為障礙學生常有無力感。若學校有資源班設置，
普通班教師可尋求特教教師相關的協助。然而，未設有資源班的學校，教師
們確實天天面臨挑戰。以下的班級經營可供普通班教師參考：
一、確認教室環境的需要
因為教室環境是影響學生學習很重要的因素，調整教室的環境可解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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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學習的問題。一般教室環境的需要包括教室的組織、學生分組、教
材和教法。
（一）教室的組織
教師建立並保持教室秩序的方法稱為教室組織 （classroom
organization）。教室組織包含的要素有物理組織（教室的整體環
境和教室使用的空間，例如，牆、地板、燈光照明、儲藏地方、
座位等）
，學科和非學科活動的慣例，教室氣氛或教師對學生個
別差異的態度，行為管理（例如，教室的規則和獎勵制度）
，教
學和自習活動的時間安排等。教師若能事先小心的經營教室組
織，可減少學生互動時的吵雜，增加課業學習的功能（Paine,
Radicchi, Rosellini, Deutchman, & Darch, 1983）
。一個情緒或行為
障礙的學生可能需要行為管理的策略，像是盡量減少下課過多自
由的時間，以免有機會和他人引發衝突打架。教學活動中要減少
和他人有競爭性比賽，避免不必要的爭執和情緒過度激動；一個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的座位，需要安排在教室前面靠近教師的
地方，並有行為改變技術的策略，同時需要移開教室前面琳瑯滿
目的布告欄，以避免太多刺激對學生造成分心。班級裡的儲藏地
方，應盡量使用非透明門的櫃子，忌用開架式的儲物櫃，以免造
成教室凌亂感和影響學生注意力集中。
（二）分組教學
教師在教學時可依學生學習的需要及學習功能而分組。一般性的
教材內容，如社會科，可用全班教學；對類似相同需求的學生可
編成小組教學，如語文或數學。無論是全班教學或是分組教學，
教師必需要隨時能監控全班學生。
1. 同質分組教學：當一部分學生對於某些學習有相同困難而需
要特別指導時，可用同質分組方式教學。例如，教師在數學
測驗中發現班上有五位學生分數的除法有困難，於是把這五
位學生編成小組，在下課後進行補救教學。同質分組教學對
於學科基本能力的學習效果良好，因為教師可以針對學生的
困難，做一步步說明，一旦能力達到，就回到班級。同質分
組教學非低成就組教學，也不一定限於特殊教育學生，許多
情緒或行為障礙學生並不需要特別的同質分組教學。
2. 異質分組教學：異質分組教學中，教師可以將不同興趣和能
力的學生放在一組，因學生的能力不同，在學業和社會學習
上可獲得正面的示範，學生間也可得到互相幫助的好處。對
於退縮的學生，可利用異質分組合作學習或小老師的方式讓
學生在小組中學習。
3. 一對一教學：提供一對一教學對某些情緒或行為障礙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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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效果不錯，但它並非唯一的好方法。學生單獨和教師、
教師助理、設計的電腦軟體、自動作業工作等均可算是一對
一教學。一對一教學對於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較能使其注
意力集中，但是對於退縮的學生，並不理想。因為減少與同
儕互動的機會，反更退縮。一對一教學缺乏動機與比較，對
於年級較高的學生亦不理想。
（三）教材和教法
普通班所使用的教科書，若對情緒與行為障礙學生太難，普通班
教師宜與特殊教育教師合作簡化教材，使學生能適應所學的內
容。教師宜善用輔助教學器材，如電腦、多媒體、有聲書籍或其
他科技輔具等可協助教學的輔助器材。針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
生宜採分段教學、獎勵制度和生動的操作教學方法。
（四）指導學生學習的方法和需求
某些情緒障礙學生的認知能力能獨自學習許多生活技能，然而有
的人則需要經常的協助。其實，他們與一般學生相同的本質比異
常的特質多，指導學生有效的學習，學習方法十分重要（Epstein,
Rudolph, & Epstein, 2000; Epstein & Sharma, 1997）
。以下提出三個
指導學習領域供教師們參考。
1. 學科領域：包括語文（聽、說、讀、寫）
、數學（計算、應用）
的技能。認知和正確的學習方法可促使學生獲得成功的學習。
教師要教導「如何學習」的方法，例如，記憶術、教科書閱讀
方法、做重點摘要的方法、記筆記的方法、考試答題的方法、
問題解決的方法等。假如學生在記憶九九乘法上有問題，數學
的乘除計算就有困難；學生若不懂得記筆記的方法，就無法在
課堂上將教師的講授內容做重點摘要。除此之外，要訓練學生
按時上學，不缺課；學會有條理、秩序井然的習慣和獨立完成
回家作業的能力。
2. 社會情緒的發展：學生社會情緒的發展包括教室常規的建立、
人際關係技能的習得、個人的心理調適。教室常規問題最常見
的是侵犯或干擾他人行為。嚴重的常規問題會影響學生的學
習，產生不良的人際關係和個人的心理適應。例如，學生在教
室內有干擾行為，會減少學習的時間和學業內容。他們不當的
行為也會引起同儕不悅而遭到拒絕、社會孤立和不良的形象
（Friend & Bursuck, 2002）。
3. 生理的發展：包括視覺、聽覺、動作能力和神經的功能。學生
若有視知覺或動作協調問題，就需要使用電腦輔助器材協助做
作業；而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則需要多樣的教學方法以吸引
他的注意力，例如，講解、討論、小組工作和自動作業等。

10

伍、結語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融合教育是一種進步的教育理念也是世界特殊教育發
展的趨勢。特殊教育學生由隔離的教育到融合教育，可說是特殊教育發展的里程
碑。然而，在理論與實際的實施上仍然存在著相當的落差。希望教師能透過一些
教學的評估、發展課程以及班級經營的方法，來指導情緒行為障礙的學生。教育
身心障礙學生是每位教育工作者的責任也是使命，期待所有的學生都能在人生的
黃金歲月裏，獲得適性的學習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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