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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為突破現有特教師資培育在培育師資生在教室內處理特殊學
生情緒行為處理之專業知能的困境，運用虛擬實境科技設計訓練課
程，期待發展一套以虛擬實境為基礎的特教師培課程（virtual-
reality based training for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ors，簡稱VR4SE）。本計畫為子計畫一，主要訓練目標在培
育師資生具有處理特殊學生的干擾行為、洞察師生互動的變化以預
防負向互動和爆發行為結果，原定三年計畫核定兩年計畫，完成本
研究目的中之四項：(1) 收集17個特殊學生在教室發生爆發行為之
案例，這些案例依據行為前事(A)和行為類型(B)分類，發現較多案
例所見之學生的初始行為是不服從和干擾行為，教師在師生互動期
間較多出現的是負向指令或指責，較少正向指令。(2)教師處理學生
爆發行為的預期表現歸納六項：區別性增強預期行為、正向提供協
助或引導、敏察學生行為的變化、穩定自己的情緒、根據狀況做選
擇、正向引導學生情緒的表達。(3) 教師對於障礙學生的態度依據
情意、認知、行為可分五個向度評估，正向情緒、負向情緒、醫療
觀點、社會觀點和行為意向。（4）兩個VR4SE教室的師生互動影片
因故耽擱，但已經過香港中文大學Edu Venture編輯成測試影片，將
於二月進行測試。
    本研究所得之資料庫、評量工具、VR影片將在後續研究使用
，進行更多的相關問題之探討。

中文關鍵詞： 正向行為支持、干擾行為、爆發性行為、師生互動、虛擬實境

英 文 摘 要 ： The research team aim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training on coping emotional
or behavioral problems of special education students by
using the virtual reality based training technique. The
study aims to apply virtual-reality based training for pre-
service special educators (VR4SE in short) to enhance the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ors to cope disruptive behavior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he training program is based
on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which expect to enhance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ors to be able aware of the
disruptive behavior, interaction of teacher and student and
to prevent from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actions. Three-year proposal was approved for two
years, therefore only four tasks completed to achieve the
original proposal: (I) 17cases with acting out behavior
were collected and classified on the base of the behavioral
analysis, and non-compliance and disruptive behavior
appeared more frequently in acting out cases. (II) Six
expected teacher performances were concluded from focusing
group: Differentiated positive reinforcing desired
behavior, providing guided assistance, sensitively
observing student’s change, self-clam emotion, positively
leading student’s emotional expression. (III) The
assessment of teacher attitude toward disabilities were
concluded into five-subscales with positive reliabilities



and validities. Five sub-scales are positive emotion,
negative emotion, medical view, social view, and behavior
attempt. (IV) Two VR4SE classroom films were taken by 360
Go pro camera with two typical cases from the 17 cases. Due
to withdrawal of the VR support, the new VR system was re-
built in the Edu VR found b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The test of the VR4SE will be implemented in Febuary.  The
data of cases, assessment and VR will be used in the
further studie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questions about
this issue.

英文關鍵詞： pos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 disruptive
behavior, acting out behavior,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virtu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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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特教教師職前訓練課程(VR4SE)- 

干擾行為篇之訓練成效研究 

 

摘要 

本計畫為突破現有特教師資培育在培育師資生在教室內處理特殊學生情緒

行為處理之專業知能的困境，運用虛擬實境科技設計訓練課程，期待發展一套以

虛擬實境為基礎的特教師培課程（virtual-reality based training for pre-

service special educators，簡稱 VR4SE）。本計畫為子計畫一，主要訓練目標

在培育師資生具有處理特殊學生的干擾行為、洞察師生互動的變化以預防負向互

動和爆發行為結果，原定三年計畫核定兩年計畫，完成本研究目的中之四項：(1) 

收集 17 個特殊學生在教室發生爆發行為之案例，這些案例依據行為前事(A)和行

為類型(B)分類，發現較多案例所見之學生的初始行為是不服從和干擾行為，教

師在師生互動期間較多出現的是負向指令或指責，較少正向指令。(2)教師處理

學生爆發行為的預期表現歸納六項：區別性增強預期行為、正向提供協助或引導、

敏察學生行為的變化、穩定自己的情緒、根據狀況做選擇、正向引導學生情緒的

表達。(3) 教師對於障礙學生的態度依據情意、認知、行為可分五個向度評估，

正向情緒、負向情緒、醫療觀點、社會觀點和行為意向。（4）兩個 VR4SE 教室的

師生互動影片因故耽擱，但已經過香港中文大學 Edu Venture 編輯成測試影片，

將於二月進行測試。 

    本研究所得之資料庫、評量工具、VR 影片將在後續研究使用，進行更多

的相關問題之探討。 

 

關鍵詞：正向行為支持、干擾行為、爆發性行為、師生互動、虛擬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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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Reality based Training for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ors: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ining Program for Coping Disruptive 

Behavior 

Abstracts 

The research team aim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training on coping emotional or behavioral problems of special education 

students by using the virtual reality based training technique. The study aims to apply 

virtual-reality based training for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ors (VR4SE in short) to 

enhance the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ors to cope disruptive behavior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he training program is based on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which expect 

to enhance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ors to be able aware of the disruptive behavior, 

interaction of teacher and student and to prevent from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actions. Three-year proposal was approved for two years, therefore only four tasks 

completed to achieve the original proposal: (I) 17cases with acting out behavior were 

collected and classified on the base of the behavioral analysis, and non-compliance and 

disruptive behavior appeared more frequently in acting out cases. (II) Six expected 

teacher performances were concluded from focusing group: Differentiated positive 

reinforcing desired behavior, providing guided assistance, sensitively observing 

student’s change, self-clam emotion, positively leading student’s emotional expression. 

(III) The assessment of teacher attitude toward disabilities were concluded into five-

subscales with positive reliabilities and validities. Five sub-scales are positive emotion, 

negative emotion, medical view, social view, and behavior attempt. (IV) Two VR4SE 

classroom films were taken by 360 Go pro camera with two typical cases from the 17 

cases. Due to withdrawal of the VR support, the new VR system was re-built in the Edu 

VR found b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The test of the VR4SE wi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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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ed in Febuary.  The data of cases, assessment and VR will be used in the 

further studie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questions about this issue. 

 

Key words: pos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 disruptive behavior, acting 

out behavior,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virtu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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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計畫之背景與目的 

特教教師經常需要處理學生的行為問題（Billingsley ＆ Scheuermann, 

2014），所以特教教師的基本專業知能的要求，在美國特殊兒童學會（Council 

for Exception Childhood, CEC）所公佈的「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標準」第五條

「學習環境與社會互動」中，列出類似的知能。教育部新公布的教師專業素養，

並提出「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作為五個專業素養之一，其中，明定「應

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好品

格及有效學習」為專業素養指標（教育部，2018）。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也在

2016年通過以正向行為支持為理念的「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行為問題三級預防架構」

（洪儷瑜、鳳華、何美慧、張蓓莉，2017），並公布為臺灣特教工作者應該遵循

的處理程序和倫理守則。可見正向支持的學習環境所推動之原則、方法和策略都

以受到實證、政策的肯定。對師培單位而言，挑戰的是如何讓特教職前訓練的師

資生得以在校內學會和具備這些知能，以親身經歷（first-person）的學習經驗

是有幫助的，學習教學是件複雜的動作歷程，缺乏脈絡的學習難以推論到有脈絡

的情境表現（Mikropoulos & Natsis, 2011）。 

干擾行為之師資課程主要是特教學生在容易於不適應的學習環境出現干擾

行為，師資生在教室現場實習雖然會遇到，但因實習環境有指導教師或輔導的教

授在場的干擾，師資生不一定得以學到真正需要處理的經驗，也因專業倫理的關

係，也不宜期待教室出現足夠練習的機會。研究指出，師生互動的品質與兒童出

現不順從、反抗、攻擊等行為，以及這些行為在發展過程中持續存在與否之間有

強烈且確切的關聯，教師對師生衝突的判斷也是預測學生學業表現和社會適應的

重要因素（Hamre, Pianta, Downer, & Mashburn, 2008）。教師在處理學生干

擾行為需要透過師生的互動，教師不當的互動經常會導致師生衝突的導火線，特

殊學生也容易因自我控制不佳而出現爆發性行為（張沛雯，2003；陳錦織，2005；

Walker, Colvin, & Ramsey, 1995），所以干擾行為的處理在師生互動歷程可能

因教師的知能而有不同的結局，但又難以在現場用真實學生實習，以虛擬實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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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師培教室可以期待突破這個難題，透過以虛擬實境為基礎的特教師培課程

（virtual-reality based training for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ors，簡

稱VR4SE）來提升特教師資生處理干擾行為的知能，也可以提高特教教師提供適

性學習環境給障礙學生，讓障礙學生在教室裡得以有教師懂得他的行為訊息提供

適性處理，而不致於因干擾行為或爆發行為而被教師隔離或學校拒絕。 

    基於上述，本研究擬建立教室師生互動間所發生的爆發性行為案例資料庫和

處理規準、利用 VR 製作教室師生互動所發生的爆發性行為，並評估其效度，另

編製未來評估 VR 訓練所需的成效評估，由於原定三年計畫僅給兩年，就難以實

際進行 VR 課程的訓練和考驗訓練成效，因此僅完成以上三項工作為主要目標。 

貳、文獻探討 

 本部份將探討干擾行為的定義與類型，接著從 Walker 等人（1995）爆發性

行為歷程觀點，探討干擾行為學生於各階段可能會出現的行為表徵。最後，透過

目前師生互動研究所採用的方法和結果，說明在師生互動探討干擾行為的正、負

向發展。 

一、特殊學生的干擾行為 

（一）干擾行為的定義 

干擾行為是指影響學生本身學習，或是除影響自己同時也影響同儕學習、

或教師上課的行為（張沛雯，2003）。依據行為發生前「有無外在學習刺激」，

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非由學習活動直接引起」的干擾行為，如做自己的事情、

上課說話、離開位子走動、玩玩具等；第二類是「由學習活動直接引起的干擾行

為」，通常這類干擾行為補救影響自己，也會影響同儕以及教師，例如學習遇到

困難求助、被迫學習而反抗等（張沛雯，2003）。從研究師生互動的相關研究得

知，如果教師能及時辨認出學生干擾行為的功能或意圖，並以正向、適當的方式

回應學生，就能夠預防學生干擾行為的連續發生及爆發，使得學生在互惠的互動

中學習行為；反之，如果教師對學生的干擾行為沒有足夠的覺知，則容易陷入消

極的師生互動中，導致學生的干擾行為加劇甚至爆發（acting out）（陳錦織，

2005；張沛雯，2003）。因此，教師對學生的干擾行為之辨識以及具有良好知覺

是正確處理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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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將干擾行為定義為：影響學生本身學習，或同時影響自

己、同儕學習，或教師上課的行為，當學生發生干擾行為後，如教師處理不當，

可能導致行為爆發，造成師生衝突。依據干擾行為發生前是否有學習活動分為「非

由學習活動直接引起」的干擾行為和「由學習活動直接引起的干擾行為」兩類；

再根據干擾的對象分為「只干擾自己學習的干擾行為」和「同時干擾自己和他人

的干擾行為」兩類。如圖 2-1-1 所示，以兩個向度及學生可能出現之干擾行為舉

例，「非由學習活動直接引起」的干擾行為是師生發生後續互動的導火線，在「由

學習活動直接引起」這一類，通常教師發出與學習活動有關的學習指令、要求和

建議是師生互動的導火線。 

 

 

圖 2-1-1 干擾行為在不同向度的分類 

 

二、爆發性行為歷程 

Colvin(1992)認為學生的爆發性行為是可以預期的，教師可以透過瞭解學

生行為的發展歷程而去預防或採取適當的步驟。Walker等人（1995）認為，兒童

的衝動爆發性的行為（acting-out）是依循著「爆發行為循環」（acting-out 

behavior cycle），共分七個階段：平靜（calm）、導火線（triggers）、激躁

（agitation）、加速（acceleration）、高峰（peak）、消除對立（de-esca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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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recovery），如圖2-3-1所示，以下將分別說進行說明。 

 

圖2-2-1爆發性行為歷程 

（資料來源：取自Walker, Colvin 與 Ramsey（1995, p.81） 

 

階段一：平靜（Calm） 

任何一個衝動的學生不可能整天處於激動狀態，因此，學生在第一階段時，

仍是投入且參與課堂活動，表現與一般同學無異，例如：遵守班規，專心寫課堂

練習、對教師的教學會有所回應。 

階段二：導火線（Triggers） 

此階段學生已遭遇一些環境（包括校內、校外）、學習或生活困難、挫折，

若學生未能即時獲得所需支持與協助，則可能累積負面思想形成爆發行為的導火

線，這些可能的導火線類型如，需求未得滿足；喜歡的慣例或作息被改變；受挑

釁（被叫名字、嘲笑、物品被人任意拿取）；課業適應、時間及自我控制不當；

經常被教師糾正等等。此階段雖然尚未出現爆發性行為，但若學生未即時獲得到

協助，則會進入第三階段。 

階段三：激躁（Agitation） 

當學生在學習或生活歷經一些未解決的困擾，於前一階段依然未被解決，則

會慢慢地出現焦躁不安、不專注、不參與課堂活動等行為。雖然學生可能還不至

於出現爆發行為，但這些干擾行為比起第二階段明顯多了，常見的行為問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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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四處飄移不看黑板、與教師的對話顯得沒誠意（non-conversational）或語

帶保留（subdued），同時肢體表現不自在、在小組活動中進進出出或索性離群、

不願寫課堂作業等等。如果學生出現上述焦躁分心和不願參與的行為，教師能採

取一些正向策略調整衝突，即可紓解學生的挫折或壓力；如果教師在此階段依然

無法覺察學生的需求，持續要求學生或繼續教學，學生行為可能就會進入至第四

階段。 

階段四：加速（Acceleration） 

一旦學生進入第四階段加速期，爆發性行為或攻擊可能隨時引爆，學生此時

像個待戰的鬥雞，試圖主導師生互動局面，引導教師捲入戰爭的漩渦。例如故意

找碴、不服從指令或拒絕配合、故意離開座位引起教師注意、故意激怒同學。亦

是以「假服從」或不當方式來服從教師要求，如把該繳的習作本丟到教師桌上；

或「部分服從」，如十題作業中只寫其中三題來測試教師的底限。他還可能會大

聲叫囂、甚至直接對教師謾罵威脅或蓄意破壞物品來示威。教師面對以上情形反

而要冷靜以待，勿大聲訓斥或刺激學生，否則學生的行為將會被引爆，亦即進入

高峰階段。萬一當學生的憤怒愈加劇烈時，教師要避免言語刺激、碰觸、或當眾

羞辱學生。儘量保持冷靜、非批判性、和一點情緒上的距離感（detachment），

少肢體動作、多表達尊重，言語肯定簡捷並切中要點，以避免被捲入權力陷阱。

若學生已造成某些破壞，則請學生儘快地恢復現場原狀（如：扶正被推倒的桌椅），

並回歸原課堂作息。 

階段五：高峰（Peak） 

教師如果在加速階段錯過處理學生行為的時機，學生的行為即進入高峰階段。

此階段的情緒行為的頻率及嚴重度是最強的，也是最具傷害性的，如大肆摔東西、

針對某人施暴、搥打自己、扯頭髮、撞牆、大發脾氣等等。教師在此階段需應採

取危機處理措施，執行緊急措施，保護自身與學生們的安全。 

階段六：消除對立（De-escalation） 

當學生經歷一段時間的高峰的情緒宣洩後，他會漸漸緩和、恢復清楚意識和

呈現困惑、不知所措的狀態。學生在此階段會出現困惑的狀態或無意識手腳活動

著，他可能顯得疲累、想休息或冷靜。此刻學生可能有悔意的，但可能仍拒絕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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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denial），還會將錯推給他人，所以此時不適合找他興師問罪，應該提供學

生時間與空間進行獨處、冷靜及休息。 

階段七：恢復（Recovery） 

經過上階段的冷靜、休息，學生進入恢復期時，此時學生還會掛念於剛才的

所作所為，不願重新回到課堂活動。因此，教師可以讓學生進行個別、不費心的

活動，如畫圖、寫字等。若學生尚未準備好與教師回顧及討論自己的過錯，教師

宜安靜、持續地觀察學生的情緒變化，耐心等待適當溝通時機。 

本研究參考張沛雯（2002）、陳錦織（2005）及Jack等人（1996）針對學生

干擾行為的師生互動歷程研究中對師生互動行為編碼，及Walker等人（1995）爆

發性行為歷程，以焦點團體訪談蒐集老師與學生（具干擾行為學生、同儕）間於

爆發性行為各階段的互動歷程。 

 

三、師生互動研究 

師生互動是指教師與學生雙方交換社會行為的過程，互動過程是交互的、

雙向作用的，呈現的內容由師生持續、相互交換的行為決定之（陳錦織，2005）。

從雙向互動的觀點來談，一方面教師的行為對學生的行為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學

生的行為會對教師或同儕產生影響（Jack et al., 1996）。因此，在師生的互

動過程中，如果教師未能覺察學生的需求或目前環境對其的不適狀況，可能引起

學生的干擾行為或其他類型的行為問題。再者，教師的無效教學策略對學生而言

也可能是一種嫌惡刺激，學生可能以表現出干擾行為的方式逃避或迴避學習任務；

另一方面學生的行為同樣持續影響教師行為，學生所表現出的互動行為的次數和

方式均對教師形成影響（Taylor & Carr,1992）。如果學生在師生互動中持續出

現干擾、攻擊、不順從等負向行為，這些行為可能成為教師的嫌惡刺激，導致教

師終止或迴避任何與學生正向接觸的機會。 

目前師生互動研究主要利用觀察或訪談方式，分析師生互動的行為之時間、

次數或序列互動關係(陳錦織，2005)，亦是有些研究利用序列分析來探討互動歷

程和行為間的關係 (Jack et al., 1996; Shores et al., 1993)。Shores等人

（1993）認為透過這種分析可以了解師生互動的型態，進而找出學生特定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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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和後果，研究發現多數師生互動是中性的（陳錦織，2005；Jack et al., 

1996; Simpson & Souris, 1988）。不論是何種分析師生互動研究，依據不同激

發者與反應者，如師-生、生-師或生-同儕，將互動行為分成行為屬性（正向、

負向、中性）及互動類型，如社會指令（social mand）、教導指令（instructional 

mand）、順從（compliance）、回饋（feedback）、詢問（neutral-question）、

攻擊（aggression）、身體接觸（physical）等。 

Wheby 等人（1995）探討教師與具攻擊行為學生的互動中，發現教師較少

注意或正向增強學生的正向行為，且對於攻擊行為的學生較少給予正向互動的經

驗。就陳錦織（2005）的研究發現干擾行為學生出現正向行為的機率本來就不高，

若教師未能積極增強正向行為或給予正向支持，而在學生連續不服從的互動之後，

就容易出現師生衝突、學生的爆發性反抗或嚴重的攻擊行為。因此，特教教師對

於學生的干擾行為之處理，不是使用一次性策略就可以處理學生的干擾行為，而

是在情境互動中不斷給予學生支持、營造正向的互動。 

參、研究方法 

一、 爆發性行為情境 

     本研究為了建立未來 VR 課程之腳本和評量之情境，特以團體或個別訪問

資深情緒行為支援教師，他們擔任巡迴支援學校處理學生行為問題均超過 5

年，且都有輔導資淺的巡迴支援教師和提供一般特教教師工作坊的經驗，共 7

位，如表一，共分三次舉行，4/13, 6/23,8/11 等日期,個別或團體討論。 

表一、訪問對象 

姓名 
 

單位 

謝佳真 
 

新北市鶩江國中 

陳柏瑛 新北市板橋國中 

姚惠馨 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 

吳佩雯 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 

鄭淑婉 臺北市指南國小 

曾瑞蓉 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 

廖芳玫 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 

   



14 
 

  訪談時先說明本研究木的，邀請受訪支援教師提供他們工作經驗所能回顧且

熟悉的師生互動所發生的爆發性行為歷程，共收集 17 個案例，如表二。由研究

者和研究助理將情境分類預期建立資料庫，有助於未來發展訓練課程或評量情

境之參考，如表三。 

 

表二、 師生互動爆發性行為案例摘要 

 

行為問題 情境 

 

1 玩自己的東西 老師講述課程內容，學生在下面玩筆 

2 
趴睡 

老師講述數學題目，學生趴在桌子上、沒有再

聽課 

3 未與同學一同做反應 數學課，老師問學生問題 

4 

不服從老師指令 
數學課，老師講述課程內容，發現個案在玩玩

具 

5 跟同學講話 上課，學生無故離開座位 

6 

跟同學講話 上課，老師講述過程發現個案很大聲的在講話 

7 揉爛考卷 教師考試，考聽寫 

8 罵髒話 上課時，個案沒有將課本拿出來 

9 
講話 上自然課之前，全班學生一直在講話  

10 
講話 

考試，個案不寫，一直發出聲音，影響同學考

試 

11 
跟同學講話 寫字課  

12 
離座＆講話 老師課程完，請學生寫習作 

13 
回嘴 老師講述完，請學生寫習作 

14 
不服從老師指令 

老師課程講述完，剩下一些時間就要放學了，

老師請學生寫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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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罵髒話，數落同學犯

過的錯誤 

鐘聲響，同學陸續進教室。 

老師尚在準備上課。 

16 把數學複習卷丟在地

上 

數學課老師發下數學複習考卷，小祐就把複習

卷丟在地上 

17 
搶考卷 

小志坐在最後一排的座位。數學小考，小志不

會寫所以趴在桌上直到老師說考試時間到。 

    

參考 Shores 等人（1993）和陳錦織（2005）對師生互動的行為、情境分

類，再依據本研究你發展的訓練目標修改，先依據情境、教師指令、學生問

題行為類型與學生出現問題行為之情境等四向度做區分。情境有分學習（講

述、考試、提問）和非學習的活動（如下課、剛上課轉換活動時間），是否有

教師指令，有指令的狀況再分正向指令（引導活動、講述內容、同意或讚美）、

中性（念題目、給全體指令）、負向指令（指責、制止）。學生剛開始出現的

問題行為分不參與、不服從、干擾、破壞、攻擊等五類，當時情境分教師講

述、師生互動、活動轉換和獨立作業。依據上述四個向度的分類，17 個師生

互動產生爆發性行為的情境歸納如表三。 

 

表三、師生互動爆發性行為的分類（n=17） 

項目 類別 事件數量 

1.情境—活動 學習 15 

 非學習 2 

2.師生互動狀況-- 教師講述 6 

 獨立作業 5 

 師生互動 4 

 活動轉換 2 

3.教師指令 正向 2 

 中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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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向 3 

 無 3 

4.學生問題行為類型 不參與 3 

 不服從 6 

 干擾 5 

 破壞 2 

 攻擊 1 

 

三、評量工具 

（一）問卷編製依據與內容架構 

為探討未來 VR 訓練課程之成效，本研究與其他子計畫二共同編製三個

問卷，身心障礙態度問卷和問題行為效能評量等兩份，以及 VR 教室效度

評量工具。 

1. 身心障礙學生態度問卷(自編) 

    本問卷旨在了解職前特教教師如何解釋障礙，以及對於身心障礙生

問題行為的起因的看法，為此，研究者參考 Weiner 提出的三向度歸因模

式，以及 Mavropoulou 與 Padeliadu (2002)、洪雪萍（1998）以及姚惠

馨（2002）等人探討教師對各類障礙成因與症狀的歸因研究，結合障礙

觀的理論建構編制題目。本態度問卷分成四個部份：「案例」、「情意」、

「認知」及「行為」等四部份，以下將分別敘述。 

(1) 案例-人物簡介 

    本研究的態度引發刺激以文字描述的形成呈現，其中描述了一位特

定障礙類型身心障礙學生的樣貌。人物選擇方面，於過去相關對身心障

礙學生態度研究發現，採用兩種分類，一種是根據當各國對身心障礙類

別進行分類，以了解研究對象對不同障礙類別學生的接納意願（例如，

胡永崇、蔡進昌與陳正專，2001；Avramidis et.al,2000a；Avramidis 

et.al,2000b 等）；另一種則是根據教師在教導身心障礙學生時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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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分為學習困難和行為問題兩種（Hobbs,1997）。然而，一般社會

大眾對身心障礙者態度研究中，傾向於對障礙不分類或以感官障礙為主

（Findler, 2007）。綜合上述研究，本研究將上述幾種分類進行整合，

設計三個典型特質的學生：學習困難、行為問題和行動不便，其對應的

障別為智能障礙（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簡稱 ID）、注意力缺

陷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

和肢體障礙（physical disorder，簡稱 PD），個案描述參考考蔡明富

（2003）、De Boer 等人(2012)等人的研究，完成三為身心障礙學生的

描述。 

(2)情意分量表 

        情意分量表題目旨在評量研究參與者以身心障礙學生特教個

管教師對案例的感覺或感受。評量方式採用「日內瓦情緒輪」3.0 版

（Geneva Emotion Wheel，簡稱 GEW）作為評量工具(Scherer, 2005; 

Scherer, Shuman, Fontaine, & Soriano, 2013)。GEW 是一種以圖形化

的方式對個體情緒感受進行自評的工具，採用圖像化的設計的原因，在

於圖像化的方式更能讓受測者有直覺的反應（Sacharin, Schlegel, & 

Scherer, 2012）。 

     GEW 情緒詞彙之選用，研究團隊首將原版 GEW 進行中譯，同時參考

陳一平、林智祥與蔡振家（2013）對 GEW2.0 版本的翻譯、鄭昭明、陳英

孜、卓淑玲與陳學志（2013）針對華人情緒類別的結構研究中，對情緒

類別詞彙的翻譯，以及卓淑玲、陳學志與鄭昭明（2013）建立中文情緒

詞彙資料庫的研究，綜合比較各類別詞彙的意涵，及最常用情緒詞，作

為本研究工具 20 種情緒詞，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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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日內瓦情緒輪」3.0初翻（個別預試版本） 

翻譯自：Scherer, K.R., Shuman, V., Fontaine, J.R.J, & Soriano, C. (2013). The GRID 

meets the Wheel: Assessing emotional feeling via self-report. In Johnny R.J. Fontaine, 

Klaus R. Scherer & C. Soriano (Eds.), Components of Emotional Meaning: A 

sourcebook (pp. 281-29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認知分量表 

此分量表主要測量研究參與者針對案例描述中的身心障礙學生的信念、看法、

知識或歸因（attribution belief），反應出研究參與者對各類身心障礙學

生的障礙觀（fundamental belief）為何。本研究題目編製參考王國羽（2012）、

Farrell（2012）、Oliver(1996)觀點，將障礙觀點分為二：「醫療觀」、「社

會觀」。醫療模式，或稱為個體模式，是指主要以疾病後果單因果關係解釋

障礙經驗，也就是說，將身障學生的限製與障礙經驗視為障礙者本人身心系

統的損傷，對障礙過程的解釋回到障礙者本人的疾病結果。社會模式，指將

身障學生的限製、在校不適應的經驗視為社會結構的不適當下的產物，聚焦

於學校情境中，教育系統中的阻礙使得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與「一般學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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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學習，將改變特殊教育的模式，建構融合教育的環境視為解決障礙的途徑。 

為了解受試的障礙觀類型，該分量表參考洪雪萍（1998）、蔡明富（2003）、

張正芬與胡心慈（2017）、Scior 與 Furnham（2011）等人的研究，將題項

分為 6類：「障礙成因」（casual belief）；「教育安置」；「學習能力」；

「學業表現」；「社交-同儕互動」；「特質」，每個主題中都包括了基於不

同障礙觀點的描述。由於三個案例學生特質各有不同，因此在三個案例版本

中，「特質」的題目內容也依照這三個案例學生的行為特質做不同的設計。 

考量師資生填答的反應心向，及團體測驗中可能造成的研究參與者間的干擾，

該分量表採用隨機化方式編排題項。在每一個案例，擬設計 3個不同次序的

題目編排，共行成 9 種不同題目排列的組合。 

(4)行為意向分量表 

 本量表旨在反應在普通學校的情境中個體當作為一名特教個管教師時，接

納一名新轉學身障學生的可能性或行為傾向，其中行為包括整體評價、直接

服務、間接服務和進修研習等行動。此分量表題目的架構與題目，參考張正

芬與胡心慈（2017）對資源班教師角色與職責、張蓓莉等人（2012）對特教

教師專業標準的研究，過去 Avramidis 等（2000a; 2000b）、Mahat（2008）、

De Boer 等（2014）等研究者發展的融合教育態度調查問卷，以及「身心障

礙者人權公約」理念所設計，強調了「合理調整」、提供必要支持的概念。所

謂合理調整，是指「根據具體需要，所有題目均為正向描述題，所有題目可

分成 4類：「總體評價」，共 1題；「間接服務」，共 3題；「直接服務」，

共 4題；「進修意願」，共 4 題，總共 9題。 

   (5)問卷編制與預試 

    該問卷將根據上述理論基礎和編製理念和架構，形成問卷題目。在問卷

形式上，將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形式，要求研究參與者以自己該生的特教個

管老師，學生因家庭因素而轉入您服務的學校，依據案例學生的特質和在校

表現，圈選其對每項題目描述的同意程度，分數越高代表對於該項描述的同

意程度也越高，加總各分量表得分數表示研究參與者於各分量表之得分。 

本量表進行兩階段的預試，一是先請國內 8位專家協助確認題目的用語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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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並協助審視各題之適切性。所有的問卷之專家內容效度將以審查內容

效度指數（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計算，評分為 2或 3（反應題目

適切度較好）的專家人數除以審閱專家總人數，得出分量表中相應題目的內

容效度指數（item-level CVI， I-CVI）；計算所有題目的 I-CVI 的平均值，

得出該分量表水平的內容效度指數（scale-level CVI， S-CVI）。研究建議，

當 I-CVI≥ 0.78，S-CVI/Ave ≥ 0.90 時，認爲研究內容的效度較好，當 I-

CVI＜ 0.78 時。 

    問卷專家意見修改之後，將預試問卷編排之後，先請 4位大三、大四學

生進行個別預試對象，測試實施的流程和可行性。先說明指導語與預試的目

的，說明在填答過程中有任何疑問均可提出。受試開始填答問卷時開始計時。

填寫問卷後，研究者以半結構化訪談方式，對受試進行訪談，以進一步了解

其對本問卷的看法，最後預試版本依據施測觀察和建議修改。 

 

2.問題行為預防與處理效能評量 

       職前特教教師對爆發性行為之預防與處理之效能。本問卷架構包含

正向行為支持（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簡稱 PBS）及自我效能兩個概

念。PBS 是一種以資料為基礎的決策，進行基礎評估及介入，創造支持的環

境、預防行為問題的發生，以及發生後的處理（洪儷瑜等人，2018）。PBS 處

理學生行為問題不僅關注於個體本身，也關注學生所處的系統，處理行為問

題架構可分為初級、次級及三級預防，本問卷著重於 PBS 的初級及次級預防。

自我效能依據 Bandura（1997）的定義為： 

「個人對自己組織並執行必要行動方案，以達成特定績效的一種

能力判斷，並非是一種可擁有的技能，而是指個人能夠如何善用所

擁有的技能的一種信念」。 

 

   換言之，個體自認為自己可以做到或不能做到的程度，與具備做到

或做好該件事的能力無關。所以，自我效能決定了個人最起始的行為，

還是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或是在面對壓力和困境時，相信自己有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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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產生動機、認知資源及行動，以符合某個情境的要求，盡力達成目

標。  

    本研究重點於瞭解職前特教老師初級與次級預防中，管理班級和行為觀

察，以及本研究所關注之爆發性行為預防與處理之表現。本研究參考洪儷瑜、

鳳華、何美慧等人（2018）針對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行為問題處理架構裡，在

初級預防須具備之觀察行為的前事、行為和後果的觀察與調整，這是子計畫

二訓練課程所關注的，第二部分是本研究關注的爆發性行為預防與處理，第

二部分將透過焦點團體，邀請資深行為支援教師建立可行的行為目標。 

  (1)問卷形式 

     在量表形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設計方式，研究參與者依據自身實際情

況進行填答。本五點量表呈現，研究參與者評斷自己在從事某特定行為時的信心

程度進行填答，如「非常有信心做到」、「有信心做到」、「還好普通」、「有

點做不到」、「非常可能做不到」等五個等級進行評分（依據評定等級依序給 1

至 5分）。分別累加研究參與者於各項分量表之得分，即為該分量表之總得分。 

 (2) 、編製過程 

    為編製本量表內容，本研究邀請督導級的支援教師針對他們對於輔導行

為支援教師的培訓期待目標提供本課程應有的訓練期待或目標，另邀請國內

對 PBS 和情緒行為障礙之專家學者，分三次做焦點團體訪談，名單如表四。 

 

表四、焦點團體訪問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 職務 

邱春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助理教授 

陳佩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副教授 

蔡淑妃 國立臺南大學 助理教授 

吳佩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副教授 

王慧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教授 

潘惠銘 中原大學 助理教授 

謝佳真 新北市鶩江國中 支援教師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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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瑞蓉 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 支援教師督導 

翁素珍 臺北市士林高商(退)/臺灣師範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廖芳玫 臺北市芳和國中(退)/華南師範大學 支援教師/專任講師 

 

   經過三個焦點團體對於現有文獻和實際經驗的討論，將爆發性行為和各

階段教師預期的表現，分五個階段如表五所示。 

表五、爆發性行為歷程的五個階段之教師預期適當表現 

階段/特徵 預期教師表現 

1.平靜 

教室上課能預防問題行

為產生的師生互動和出

現問題 

1.區別性增強預期的行為 

2.正向、中性、清楚的指令 

3.觀察學生的參與狀況 

4.敏感覺察學生的異狀和其背後

可能的因素（功能） 

2.問題惡化或降低（問

題行為初現和變化） 

老師針對學生的初始問

題行為採用策略，並觀

察其變化而決定採用的

策略 

1.區別性增強預期行為 

2.依據學生需求提供支持、協助或

引導 

3.觀察學生的行為變化調整實施

策略 

3.注意前兆行為特徵 

學生爆發前，會如同待

戰的鬥雞般，其行為問

題可能出現變化，多數

學生在爆發前常有先兆

行為，注意前兆的特徵，

採更積極的預防 

1.覺察穩定自己的情緒 

2.命名學生情緒與安撫 

3.更積極提供學生支持、協助或引

導 

4.必要時引導學生暫停工作冷靜 

4.爆發性行為/危機處

理 

1.選擇原地冷靜或請人協助清場 

2.保護行為者、自身和其他同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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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出現強烈的暴力行

為。此階段的情緒行為

之頻率及嚴重度是最強

的，也是最具傷害性的。

老師在此階段需應採取

危機處理措施 

安全 

3.解除令學生爆發的刺激 

4.穩定自己情緒，平和語調安撫學

生或下指令 

5.避免環境給行為者刺激 

6.判斷是否需要求助啟動校方危

機處理機制 

5.恢復 

學生爆發行為緩和，逐

漸平和 

1.適時觀察談話或引導的機會 

2 平靜安撫、提供學生選擇引導學

生下一步的計畫 

 

   本量表將 2 位 PBS 專家協助確認題目的用語具體、明確，並協助審

視各題之適切性。研究團隊依據專家建議將題目進行修改，製作成正式

問卷。在 VR 影片之後可以作為研究參與者的自我效能評估，也可以作為

訓練前後測評估之用。 

3.VR 教室評估工具 

   本研究將編製 VR4SE 教室和師生互動情境之擬真度、舒適度、難易

度、使用意願之問卷，以測試本研究所研發之 VR 教室符合的效度。邀請

師資生 10 名參加 VR4SE 的體驗後評估。 

 

四、VR 影片製作 

   （一）腳本 

      本研究所製作之 VR 教室，有四位學生在資源教室或特教班教室，

其中兩位主角阿倫(Allen)和阿皮(Bill)，特質描述如下： 

    虛擬學生一號（Allen）基本背景資料：男性，智力低，認知、語言能力

不佳，僅會用簡單表達其需求，但與人對話、社交上較困難，特質為退縮、

缺乏信心、容易焦慮，會因害怕而大哭、拒絕學習。其在課堂容易出現不專

心、不服從之干擾行為，其傷害他人的干擾行為較少；對於教師指令通常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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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獨力完成，需要教師或同儕提供個別指導。其干擾行為主要在求助、溝通

表達需求，因其能力無法跟上教學，又不易表達自己的需求，故其干擾行為

之功能常是尋求協助或逃避任務，或是自我刺激的自動增強。 

   虛擬學生二號（Bill）基本資料：男性，智力正常，語言和理解能力是班

上較好的同學，但行為衝動、抑制能力較弱，活動量高，在教室內出現影響

他人的干擾行為頻率高，其在學習上經常會不服從或不專心，較難遵守規範、

或老師的指令，教師如果強制要求，學生容易違抗或回嘴，其在課堂出現干

擾行為之功能主要是逃避任務，次要功能為尋求社會性注意力。 

   兩個角色的腳本先選表三內常見的教室教師講述活動，學生初始出現的

問題行為設定是阿倫（Allen）上課不參與（不專心）和 Bill 出現干擾行為。

兩個情境各拍攝最後出現爆發性行為，各約 3分鐘，如表六、七。 

 

表六、阿倫(Allen)上課不專心的爆發性行為發生之腳本 

場景 老師正在上課，四位同學聽老師上課 

1.平靜/出現問題

的因應 

學生 A: 在自己的桌上玩自動鉛筆（發出聲音） 

學生 B: 先看學生 A 一眼（A還是繼續玩發出聲音）,不要

吵啦！ 

學生 A: 哪裡吵啦！（兩個人開始互嗆） 

老師沒解決問題，繼續上課 

2.問題惡化或降溫 學生 A 和 B: 開始吵架（聲音越來越大聲） 

學生 C：某某某，你安靜啦！你這樣吵我怎麼上課？！ 

學生 B: 不是我在吵啦，是 A 在那邊發出怪聲啦！ 

老師：學生 B，你給我安靜！ 

學生 B：不是我在吵，是學生 A啦！怎麼都這樣，又不是我

弄的！（轉向學生 A，開始開罵，激怒了學生 A） 

3.注意前兆行為 學生 A：忍不住，情緒湧上來，就站起來(手握拳抖動，表

示憤怒難忍的樣子） 

老師：A，現在是上課時間，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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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爆發行為 

 

學生 A: 開始拿起桌上的鉛筆盒往 B學生丟 

學生 B：好痛！忍不住哭了（額頭受傷） 

學生 A: 被嚇呆了，不敢出聲，呆呆坐在位子上 

老師：A，你怎麼可以這樣動手打人，你看 B受傷了啦！ 

（前去關心學生 B的傷） 

學生 A：心理很不高興地拍桌子，亂丟東西在地上 

老師：你要在教室裡，就要安靜坐在位置上上課，要不你就

去輔導室找老師 

學生 A ：很大聲地跑出教室 

 

表七、阿皮(Bill)干擾行為發生爆發行為的腳本 

場景 下課結束，學生都開始進入教室，準備上課 

1.平靜/出現問題的

因應 

學生 A先走進教室，學生 Bill 跟著走進來（腳步很大聲） 

學生 B：你怎麼可以這樣！明明就是你輸！ 

老師忙著預備上課，沒注意學生 A 的情緒 

2.問題惡化或降溫 老師：阿皮（B），上課了，你還不趕快坐好 

阿皮很大聲地坐下，說：坐下就坐下！（很不悅） 

3.注意前兆行為 阿皮很大聲地把抽屜的課本拿出來 

老師：趕快把課本翻第 12 頁 

4.爆發行為 

 

阿皮還是非常不高興，在自己的位置用椅子/桌子發出聲音

干擾班上同學上課 

老師：阿皮，上課要安靜！ 

阿皮非常生氣地把課本丟向老師 

阿皮很憤怒地離開教室， 

開始大哭，大聲踩地離去 

 

    (二)VR 拍攝和製作 

     本研究原訂由共同主持人之團隊將以既有的人力與設備所設定之

「虛擬實境特教教師職前訓練課程」，無須本整合型計畫之人力與經費

補助，其提供虛擬教室，本研究購置硬體設備包含：VR 設備與高效能筆

記型電腦和頭戴顯示器裝置、Oclcus Touch 控制器。結果在六月獲知該



26 
 

團隊因計畫進度無法支援本研究，本研究在有限時間和沒有原定的VR專

業支援之下，在八月聯繫香港中文大學 Center for Learning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由 Jung Siu-Yung 所研發之 Edu Venture VR (http://vr.ev-

cuhk.net/)，研發給老師製作教材用，台灣也有研究生採用那套系統製作

類似的教師班級經營的研究（高嘉俊，2019）。製作影片的技術門檻較低，

且經聯絡發現臺灣有學者熟悉這套軟體，且願意指導本研究團隊使用這

套軟體，因此本研究和其他子計畫主持人立刻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團隊的

許可，並開始學習這套軟體的使用和設備。 

    Edu Venture VR 所需要的設備包括 360 攝影機，GOPRO MAX 全方位

攝影機，採用威力導演第三版剪輯，以及智慧型手機和Google Cardboard，

如圖 2。 

    由於團隊專業支援的問題，以及 COVID 疫情的關係，本研究在 VR

影片的製作與效果評估尚在進行，也申請專案延後到十二月底完成。 

 

圖 2 Edu Venture VR  

取自 http://vr.ev-cuhk.net/ 

   本研究在台北一所國中徵求志願參加的學生，在家長同意之下，到資源班教

室進行拍攝，所拍攝的影片如圖 3, 4。其中兩位主角各為需要協助的阿倫

(Allen)稱鉛筆篇，易衝動要求注意力功能的阿皮(Bill)稱上課鈴聲篇，阿倫的

影片畫面如圖 3，主要是他上課聽不懂，無聊玩鉛筆，不能參與教室學習，導

致衝突。圖 4 是阿皮則因下課的情緒帶到上課，即時上課鈴聲響了，進入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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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要求同學處理下課的事件，導致衝突。 

 

圖 3 阿倫的影片(鉛筆篇) 圖 4 阿皮的影片（上課鈴聲） 

 

    每個影片拍攝後依據腳本邀請 10 位專家學者針對學生行為歷程提

出最可能介入或預防的時刻和策略，再依據專家學者所提出的時間點

和策略，在整合本研究上述所擬定的歷程各期和因應策略，確定正式

的影片和策略選擇之腳本，再由於香港中文大學 Edu Venture 程式編

輯成測試 VR 影片。但因香港中文大學的聯絡較慢，十二月底才獲得授

權，所以，測試影片正在製作中，預定在新計畫延續完成。 

    本研究所製作之虛擬實境教室（VR4SE）教師因應學生爆發行為的

片段，預定邀請高年級師資生 30 位進行擬真性、舒適度的評估，擬真

性將引用劉子鍵 Liu 等人（2015）修訂之中文版「Witmer 與 Singer 存

在感問卷」（Witmer and Singer Presence Questionnaire）修訂，以

評量職前教師和在職教師對於該學習環境的沉浸傾向。該量表為

Likert type 7 點量表，共包括 10 題，每題分數從 1分到 7分，分數

越高表示存在感越強。另再參考 Kennedy 等人（1993）設計之 

Simulator Sickness Questionnaire(SSQ) ，修訂舒適度的評量，包

括生理不適之指標及和程度等兩向度的回應，分數越高表示不適程度

越高。對 VR4SE 接受意願評量擬採用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上述影片因虛擬實境之製作程式調整，使用科技難度也大為降

低，本研究將師資生訓練課程調整為兩部份，第一部分是評估因應師

生互動情境的效能，”對於這片段出現的學生問題，你覺得自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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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學生出現爆發性行為“、”您知道如何和平的因應學生的爆發行

為“等效能評估，並對此課程進行科技接受模式中的認知有用性、認

知易用性，此乃參考 Davis（1989）、Taylor 與 Todd（1995）以及

Chau 與 Hu（2002）等學者所提出的採用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五、研究程序 

  本研究在兩年內在上述的研究工作依據下列程序進行： 

1.爆發性行為案例收集、案例分析和分類 

2.爆發性行為案例腳本確定和撰寫 

3.編製障礙學生的態度問卷，包括案例、認知、情意和行為意圖 

4.焦點團體討論教師對學生之爆發性行為處理之預期表現，建立表現規

準 

5.購置 VR 所需硬體設備， 

6.聯繫學校，溝通腳本，進行拍攝 VR 影片 

7.完成測試反應的腳本再運用 Edu VR 軟體進行剪接 

8 VR 影片之擬真性、舒適感和實用效能之評估工具 

9.徵求師資生參加 VR 影片測試並評估 VR 影片之效能 

肆、研究成果 

     本研究成果依據上述研究目的陳述，爆發性行為案例資料分析和教師預期

表現、教師對障礙學生態度之評量、VR4SE 之訓練影片之效能與可行之評估。 

一、爆發性行為案例分析與教師表現之預期表現 

    本研究訪問長期支援學校特教或輔導教師處理特殊學生的行為問題之專支

教師，7位教師的訪問共得 17 個案例，依據表三的分類，多數案例初始發生問

題行為以不服從、干擾行為為多（11,65%），因為本研究以課室中為主要情境，

所以多數行為發生在與學習有關的情境（15, 88%），包括教師講述、考試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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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非學習的情境非常少(2/17)，多為剛上課或課堂結束準備要下課的活動轉

換。在過程當中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有約半數案例是給中性指令（給全班指令、

念題目），負向指令或沒有指令但卻是負向指責其次（6,35%），正向指令提供學

生活動的引導、同意、讚美或重述內容等行為卻較少。 

    在專家學者的焦點團體討論這些情境的處理有其共同的策略，如表五在各

階段之預期表現，將這些預期表現歸納成幾個重要目標行為，區別性增強預期

行為、正向提供協助或引導、敏察學生行為的變化、穩定自己的情緒、根據狀

況做選擇、正向引導學生情緒的表達，這些目標與表五在各階段所建議之策略

可利用距陣方式整理出教師預期行為表現，本研究將利用此距陣再進一步利用

焦點團體建立行為規準，以作為未來訓練師資生的規準，過去文獻都僅提到教

師應採取的策略，但是在焦點團體，受訪者表示情緒管理和依據當時狀況做決

策很重要，這些策略和表現對一個教師的內在化，可能也需要時間，本研究期

待未來可以將資料庫變成學生練習的情境，距陣的策略和行為就可以提供給受

訓師資生參加，作為評估自己的標準。此外，這五個標準也將作為本研究之教

師處理爆發性行為效能評估之向度。 

 

表八、教師在爆發性行為歷程所預期表現行為或策略 

 1.平靜 2.惡化/降

溫 

3.先兆 爆發 恢復 

區別性增

強預期行

為 

區別性增

強預期的

行為 

區別性增

強預期行

為 

   

正向提供

協助或引

導 

正向、中

性、清楚

的指令 

依據學生

需求提供

支持、協

助或引導 

更積極

提供學

生支持

協助或

引導 

 

保護行

為者、

自身和

其他同

學的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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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令

學生爆

發的刺

激 

避免環

給行為

刺激 

 

敏察學生

行為的變

化 

觀察學

生的參

與 狀

況； 

敏感覺察

學生的異

狀和其背

後可能的

因素（功

能） 

觀察學生

的行為變

化調整實

施策略 

  適時觀

察談話

或引導

的機會 

 

穩定自己

的情緒 

  覺察穩定

自己的情

緒 

穩定自己

情緒，  

 

根據狀況

做選擇 

 依據學生

行為變化

調整策略
1 

必要時引

導學生暫

停工作冷

靜 

依據學生

行為變化

調整策略 

選擇原地

冷靜或請

人協助清

場 

判斷是否

需要求助

啟動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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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處理

機制 

正向引導

學生情緒

的表達 

  命名學生

情緒與安

撫 

 

平和語調

安撫學生

或下指令 

平靜安

撫、提供

學生選擇

引導學生

下一步的

計畫 

註：被認為隨時應該有的，但未被列入各階段中 

 

二、教師對障礙學生態度之評量 

    由於教師對於障礙學生態度可能影響其對學生問題行為的處理意願和目

標，將可能影響未來在學生爆發性行為，本研究特擬定障礙學生態度量表，以

做為未來師培成效評估之用，本研究將預試量表在國內三所特教系 1-4 年級得

師資生，委託任課教師協助施測，共 416 位學生，在依據項目分析，將各分量

表內題目與分量表總分的相關在.40 以下考慮刪除，且考慮各案例一致為原

則，結果摘要如表九，各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係數均在.60~.95 之間，僅

有肢體障礙（PD）和智能障礙（ID）兩個案例的認知醫療模式觀點低於.70，其

他三個案例共 15 個分量表的 13 個分量表之一致性均在.70 以上。 

   量表利用因素分析進行效度考驗，在探索性分析發現在這三個案例中萃

取出的 5 個因子整體累計解釋變異量分別為：56.3%（ADHD）、54.7%（PD）和

57.8%（ID）。在驗證性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採用

AMOS 23.0 進行分析，分別考驗兩種模型的適配度：模型一為三個潛在變量的

假設，即情意、認知、行為意向三要素之觀點；模型二為五個潛在變量，即五

個因子的結構，結果如表十，模型二的各項適配度指標均優於模型一，顯示本

研究預試資料更支持 5 因子的理論假設。可見對於障礙的態度評估依據五個分

量表的架構獲得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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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障礙學生態度量表各分量表結果和項目分析結果摘要表 

分量表名稱 縮寫 原題號 預試題目 正式題目 α 
案例一（ADHD） 

情意（積極情緒） 

 

ADHD_pos 

 

1-10 

 

10 題 

 

9 題 

 
.926 

情意（消極情緒） ADHD_neg 11-20 10 題 10 題 .848 
認知（醫療模式） ADHD_med 1-8 8 題 6 題 .718 
認知（社會模式） ADHD_soc 1-8 8 題 6 題 .759 
行為意向 ADHD_bi 1-9 9 題 9 題 .949 
案例二（PD）      
情意（積極情緒） PD_pos 1-10 10 題 9 題 .929 
情意（消極情緒） PD _neg 11-20 10 題 10 題 .848 
認知（醫療模式） PD _med 1-8 8 題 6 題 .607 
認知（社會模式） PD _soc 1-8 8 題 6 題 .728 
行為意向 PD _bi 1-9 9 題 9 題 .941 
案例三（ID）      
情意（積極情緒） ID _pos 1-10 10 題 9 題 .930 
情意（消極情緒） ID _neg 11-20 10 題 10 題 .858 
認知（醫療模式） ID _med 1-8 8 題 6 題 .687 
認知（社會模式） ID _soc 1-8 8 題 6 題 .812 
行為意向 ID _bi 1-9 9 題 9 題 .950 

 

表十、障礙態度量表之驗證性分析結果 

統計量 
適配標

準數值 

模型 1（三因子）  模型 2(五因子） 

ADHD PD ID  ADHD PD ID 

卡方值

（χ 2） 

越小越

好 
5012.612 5270.934 5337.552  2523.885 2856.232 2828.897 

p   p=.000 p=.000 p=.000  p=.000 p=.000 p=.000 

絕對適配

指標 
        

卡方/自由

度 

1~5/小

於 3 
6.801 7.152 7.242  3.457 3.913 3.875 

GFI 
大於

0.8 
0.62 0.608 0.612  0.814 0.795 0.796 

AGFI 
大於

0.9 
0.578 0.564 0.568  0.791 0.769 0.771 

RMR 小於 0.094 0.086 0.09  0.047 0.055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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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SRMR 
小於

0.08 
0.118 0.121 0.12  0.056 0.062 0.058 

RMSEA 
小於

0.08 
0.096 0.099 0.1  0.063 0.068 0.068 

相對適配

指標 
        

NFI 
大於

0.9 
0.667 0.639 0.661  0.882 0.804 0.82 

CFI 
大於

0.9 
0.7 0.672 0.693  0.874 0.845 0.86 

TLI 
大於

0.9 
0.683 0.653 0.675  0.866 0.836 0.85 

RFI 
大於

0.9 
0.647 0.618 0.641  0.821 0.791 0.808 

IFI 
大於

0.9 
0.701 0.673 0.694  0.875 0.847 0.86 

精簡適配

指標 
        

PNFI 
大於

0.5 
0.63 0.604 0.625  0.779 0.753 0.768 

PCFI 
大於

0.5 
0.661 0.635 0.655  0.818 0.792 0.805 

 

三、VR4SE 之訓練影片之效能與可行之評估 

    VR4SE 的虛擬教室在學生爆發性行為的影片在一所國中資源教室拍

攝，兩個腳本都發生四位學生和一位特教教師的教室，阿倫的鉛筆篇

和阿皮的上課鈴聲篇之 VR 影片，預定於三月底之後運用。由 30 位特

教師資生利用劉子鍵 Liu 等人（2015）修訂之中文版「Witmer 與

Singer 存在感問卷」，參考 Kennedy 等人（1993）設計之 Simulator 

Sickness Questionnaire(SSQ) 修訂評估舒適度，以及 VR 訓練課程之

實用性和科技接受度作評估。 

    將完成 VR4SE 干擾行為篇的測試結果並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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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1. 本研究完成 17 個特殊學生在教室內出現爆發性行為的案例，透過這

些案例，依據行為前事(A)和行為類型(B)分類，發現較多案例學生發

生的初始行為是不服從和干擾行為，教師在師生互動期間較多出現

的是負向指令或指責，較少正向指令。 

2. 教師處理學生爆發行為的預期表現和期待規準，本研究歸納出五項

預期表現：區別性增強預期行為、正向提供協助或引導、敏察學生行

為的變化、穩定自己的情緒、根據狀況做選擇、正向引導學生情緒的

表達，將待進一步聚焦建立訓練規準。 

3. 教師對於障礙學生的態度依據情意（正、負）、認知觀點（醫療、社

會）和行為意向等五個向度評估比情意、認知和行為三個向度在測量

統計效度較受到支持，其內部一致性大多數能也獲得統計的支持。 

4. VR 教室之訓練影片已經完成兩個不同類型個案和初始問題行為之案

例，VR 影片因故受到延誤，目前已在製作中。 

5. 本研究所得之資料庫、評量工具、VR 影片將在後續研究使用，探討

更多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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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出席國際研討會報告 

 
第 42 屆國際學習障礙研究學社研討會(the 42nd Annual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Research in Learning Disabilities Conference) 
參加報告 

時間：6月 23-25日，2019 
地點：Crete Island, Greece 

 
這是國際學習障礙研究學社(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Research in Learning 
Disabilities，簡稱 IARLD)在希臘克里特島（Crete, Greece）舉辦，主要是現任理

事長 Georgios Sideridis是希臘人。因為 IARLD主要會員都在北美，所以，在非
北美區舉辦時，美國會員參加會降低，但這次因為在希臘有名的克里特島舉

行，出席成員美國、亞洲會員不少，當然歐洲參與者特別多，與會人員超過六

十位，但出席的包括歐洲、亞洲、太洋洲、澳洲等四大洲，會議成員來自不同

國家、不同專業背景，但都是博士班研究生以上的學者或臨床工作者，算是一

個小而美學術組織。 

    
一、會議摘要 
第 42屆研討會，安排 2場專題演講、 6場口頭發表、2場圓桌論壇，還有
一場互動海報，共有 15個海報發表，還有一場交換意見的 Think Tank。 

    專題演講兩場，第一天由Marjorie Montague博士論文獲獎者演講，Gena 

Nelson談早期數感介入之成效的後設分析（The effect of early numeracy 

intervention for students in preschool and early elementary: A meta-analysis），第二

天的專題演講由以色列的學者 David Share 談全球書寫多樣性的起向和其造成

的閱讀和閱讀障礙之研究結果（Climbing out of Anglocentric, Eurocentric and 

Alphabetocentric treanche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writing system divers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research in reading and reading disabilities）。六場口頭發表和座

談的主題各為：執行功能和學業表現—跨文化比較、學習障礙在閱讀—評估到

補救、研究閱讀障礙或高危險學生之暑假方案、遊戲讓學習障礙參與學習的方

法、國際觀點的閱讀和語言、早期學習障礙鑑定與介入。 

    我帶兩位博士班學生林靜如、邱怡婷去發表三篇海報，我和研究生發表的

是學習障礙大學生之學習障礙自我覺察和韌性，其他台灣還有三位發表，各來

自高雄大學的王瓊珠和台東大學的曾世杰、陳淑麗，會中還有香港教育大學的

Fun-chen Ho 和香港中文大學的 Cammie McBrdige夫婦，還可以算是亞洲閱讀

社群的小聚。 

   今年並頒發Marjorie Montague博士論文獲獎和 Jannette Klinger IARLD研討

會海報獎。 

    參加本年會議心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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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歐洲學者和以色列 David Share的觀點比較與英美學者的研究不盡相同，且

David Share甚至提醒大家研究閱讀不得不具備國際觀，了解語文之不同。這現

象值得很多反思央格盧薩克斯觀點深化的現象，這是台灣較少注意到的。 

2 國際觀點的閱讀，也是論壇的主題之一，還有我們較少見的觀點。3.國內學

界和研究生的參與。 

  

海報發表會場 與兩位博士班學生在海報發表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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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屆國際學校心理學會年會(ISPA 2019)參加報告 

 
時間： 7月 9-12日, 2019 
地點：巴賽爾、瑞士 

 
    國際學校心理學學會(International School Psychology Association，簡稱 ISPA)
是一個以類似美國的學校心理(school psychology)或大英國協系統的教育心理
(educational psychology)為主要學術領域的組織，其主要目標有五： 
 是用重要的心理學原理在教育的情境 
 倡導與其他以兒童心理衛生為職志之專業溝通 
 鼓勵訓練和聘用學校心理師 
 倡導所有兒童的心理權利，並促進與其他相同目標的組織合作 
 責備任何對種族、宗教和性別的歧視，建議成員在專業工作能遵守這個

原則 
其配合聯合國科文教組織在兒童權利保障之倡導，關注的議題主要是學校心

理、兒童權利和收集資料。每年在一個國家召開年會，今年是第 41屆，由瑞
士巴塞爾大學（University of Basel）舉辦，由 Jurg Forster擔任大會主席，今
年的主題是”增能終身教育＂（Empowering people for lifelong learning）。 
    此年會和美國的學校心理學會(NASP)、瑞士兒童及青少年心理學會合
作。由於巴塞爾是德瑞法之間的古城，吸引世界各國與會者參加，參與者超

過 300人，來自 43個國家，橫跨五大洲，北美、歐、亞、大洋洲、非洲等，
亞洲國家，除了台灣、日本、香港、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和印度，也有

不少國家。 
    全程四天共有四場專題演講，瑞士蘇黎世大學的Michael Shanahan談” A 
sound mind in a sound body in a sound school”、 美國紐約 Fordham大學的
Fran Blumber談＂Children and early adolescent’s problem-solving during 
education game play”、瑞士 Lausanne 大學的 The assessment of learning: 
promises and Paradoxes” 和澳洲墨爾本大學的 Terry Bowler教授講＂School 
connectedness and the universal aims of education”，其中半天參觀之外，共安
排 124場口頭發表，發表形式多元包括研究發表、論題座談、工作坊、圓桌
論壇等，另外還安排兩天 90場海報。 
    我和研究生邱怡婷、曾瓊禎共發表拒學問題的工作模式和學習障礙大學
生的韌性發展，其他台灣來的成員包括臺北市立大學張文松和新竹教育大學

許育光。 
   參加心得：1. 由於與會成員很多歐陸發表者，全場很多發表的主題都與
難民的小孩在學校和輔導需求有關。非常反映歐洲國家的需求。2.融合教育
在歐洲國家討論很多種族歧視、種族隔離與其難民群有關。3.因應聯合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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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討論兒童權利公約與學校心理衛生工作之關係，尤其是兒童

參與社會議題和行動參與的權利。4. 我的發表場次有一位來自芬蘭學校心理
師，居然提起他們才要剛開始在社區服務拒學症，顯示我們並不晚。 

 

  

台灣研究生海報發表 台灣與會人員跟前任主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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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屆亞洲智能障礙聯盟研討會（AFID 2019）參加報告 

 
時間： 12月 2-6日, 2019 
地點：尼泊爾、加德滿都 

 
    我因代表台灣擔任亞洲智能障礙聯盟之理事，也答應主辦單位尼泊爾智能
障協會主席，免費提供會前工作坊，帶領與會者進行智能障礙者正向行為支持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for individual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在 12月 3 
日下午進行，我邀請台南大學特教系蔡淑妃老師一起共同帶領，並與參與工作

坊成員合影。第二天開幕典禮前，也跟大會主席和與會來賓在大會會標之前合

影。 
    這次台灣出席者超過 30人，我帶了 3位博士班學生出席發表，台灣其他智
能障礙團體也派出不少人發表論文或海報。 
    我也在 12月 4日進行國家報告，主題為智能障礙者的終身關注—台灣研究
的焦點，這次台灣發表的代表跨不少領域、特殊教育、社工、家長福利、醫學

等。 

 

參與 PBS工作坊成員 開幕前的台灣代表團與 AFID理事長合影 

 
 

 



第 42 屆國際學習障礙研究學社研討會(the 42nd Annual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Research in Learning Disabilities Conference) 
參加報告 

時間：6 月 23-25 日，2019 
地點：Crete Island, Greece 

 
這是國際學習障礙研究學社(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Research in Learning 
Disabilities，簡稱 IARLD)在希臘克里特島（Crete, Greece）舉辦，主要是現任理事

長 Georgios Sideridis 是希臘人。因為 IARLD 主要會員都在北美，所以，在非北美

區舉辦時，美國會員參加會降低，但這次因為在希臘有名的克里特島舉行，出席

成員美國、亞洲會員不少，當然歐洲參與者特別多，與會人員超過六十位，但出

席的包括歐洲、亞洲、太洋洲、澳洲等四大洲，會議成員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專

業背景，但都是博士班研究生以上的學者或臨床工作者，算是一個小而美學術組

織。 

    
一、 會議摘要 

第 42 屆研討會，安排 2 場專題演講、 6 場口頭發表、2 場圓桌論壇，還有

一場互動海報，共有 15 個海報發表，還有一場交換意見的 Think Tank。 
    專題演講兩場，第一天由 Marjorie Montague 博士論文獲獎者演講，Gena 

Nelson 談早期數感介入之成效的後設分析（The effect of early numeracy 

intervention for students in preschool and early elementary: A meta-analysis），第二天

的專題演講由以色列的學者 David Share 談全球書寫多樣性的起向和其造成的閱

讀和閱讀障礙之研究結果（Climbing out of Anglocentric, Eurocentric and 

Alphabetocentric treanche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writing system divers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research in reading and reading disabilities）。六場口頭發表和座談

的主題各為：執行功能和學業表現—跨文化比較、學習障礙在閱讀—評估到補

救、研究閱讀障礙或高危險學生之暑假方案、遊戲讓學習障礙參與學習的方法、

國際觀點的閱讀和語言、早期學習障礙鑑定與介入。 

    我帶兩位博士班學生林靜如、邱怡婷去發表三篇海報，我和研究生發表的是

學習障礙大學生之學習障礙自我覺察和韌性，其他台灣還有三位發表，各來自高

雄大學的王瓊珠和台東大學的曾世杰、陳淑麗，會中還有香港教育大學的

Fun-chen Ho 和香港中文大學的 Cammie McBrdige 夫婦，還可以算是亞洲閱讀社

群的小聚。 

   今年並頒發 Marjorie Montague 博士論文獲獎和 Jannette Klinger IARLD 研討

會海報獎。 

    參加本年會議心得如下： 

1. 歐洲學者和以色列 David Share 的觀點比較與英美學者的研究不盡相同，且

David Share 甚至提醒大家研究閱讀不得不具備國際觀，了解語文之不同。這現



象值得很多反思央格盧薩克斯觀點深化的現象，這是台灣較少注意到的。 

2 國際觀點的閱讀，也是論壇的主題之一，還有我們較少見的觀點。3.國內學界

和研究生的參與。 

  

海報發表會場 與兩位博士班學生在海報發表會場 

 

 



 

 

第 41屆國際學校心理學會年會(ISPA 2019)參加報告 

 
時間： 7月 9-12日, 2019 
地點：巴賽爾、瑞士 

 
    國際學校心理學學會(International School Psychology Association，簡稱 ISPA)
是一個以類似美國的學校心理(school psychology)或大英國協系統的教育心理
(educational psychology)為主要學術領域的組織，其主要目標有五： 
 是用重要的心理學原理在教育的情境 
 倡導與其他以兒童心理衛生為職志之專業溝通 
 鼓勵訓練和聘用學校心理師 
 倡導所有兒童的心理權利，並促進與其他相同目標的組織合作 
 責備任何對種族、宗教和性別的歧視，建議成員在專業工作能遵守這個原則 
其配合聯合國科文教組織在兒童權利保障之倡導，關注的議題主要是學校心

理、兒童權利和收集資料。每年在一個國家召開年會，今年是第 41屆，由瑞
士巴塞爾大學（University of Basel）舉辦，由 Jurg Forster擔任大會主席，今年
的主題是”增能終身教育＂（Empowering people for lifelong learning）。 
    此年會和美國的學校心理學會(NASP)、瑞士兒童及青少年心理學會合作。
由於巴塞爾是德瑞法之間的古城，吸引世界各國與會者參加，參與者超過 300
人，來自 43個國家，橫跨五大洲，北美、歐、亞、大洋洲、非洲等，亞洲國
家，除了台灣、日本、香港、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和印度，也有不少國家。 
    全程四天共有四場專題演講，瑞士蘇黎世大學的Michael Shanahan談” A 
sound mind in a sound body in a sound school”、 美國紐約 Fordham大學的 Fran 
Blumber談＂Children and early adolescent’s problem-solving during education 
game play”、瑞士 Lausanne 大學的 The assessment of learning: promises and 
Paradoxes” 和澳洲墨爾本大學的 Terry Bowler教授講＂School connectedness 
and the universal aims of education”，其中半天參觀之外，共安排 124場口頭發
表，發表形式多元包括研究發表、論題座談、工作坊、圓桌論壇等，另外還安

排兩天 90場海報。 
    我和研究生邱怡婷、曾瓊禎共發表拒學問題的工作模式和學習障礙大學生
的韌性發展，其他台灣來的成員包括臺北市立大學張文松和新竹教育大學許育

光。 
   參加心得：1. 由於與會成員很多歐陸發表者，全場很多發表的主題都與難
民的小孩在學校和輔導需求有關。非常反映歐洲國家的需求。2.融合教育在歐
洲國家討論很多種族歧視、種族隔離與其難民群有關。3.因應聯合國的兒童權
利公約，討論兒童權利公約與學校心理衛生工作之關係，尤其是兒童參與社會



議題和行動參與的權利。4. 我的發表場次有一位來自芬蘭學校心理師，居然
提起他們才要剛開始在社區服務拒學症，顯示我們並不晚。 

 

  

台灣研究生海報發表 台灣與會人員跟前任主席合影 

 
 



 

第 24屆亞洲智能障礙聯盟研討會（AFID 2019）參加報告 

 
時間： 12月 2-6日, 2019 
地點：尼泊爾、加德滿都 

 
    我因代表台灣擔任亞洲智能障礙聯盟之理事，也答應主辦單位尼泊爾智能障
協會主席，免費提供會前工作坊，帶領與會者進行智能障礙者正向行為支持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for individual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在 12月 3 
日下午進行，我邀請台南大學特教系蔡淑妃老師一起共同帶領，並與參與工作坊

成員合影。第二天開幕典禮前，也跟大會主席和與會來賓在大會會標之前合影。 
    這次台灣出席者超過 30人，我帶了 3位博士班學生出席發表，台灣其他智
能障礙團體也派出不少人發表論文或海報。 
    我也在 12月 4日進行國家報告，主題為智能障礙者的終身關注—台灣研究
的焦點，這次台灣發表的代表跨不少領域、特殊教育、社工、家長福利、醫學等。 

 

參與 PBS工作坊成員 開幕前的台灣代表團與 AFID理事長合影 

 
 

會前工作坊以往都是日本的學者提供，今年由台灣提供，談智能障礙者的

正向行為支持。全場參與者跚跚來遲，最後 5個當地尼泊爾人，6個孟加拉人，

3個印度人，1個澳洲學者。主席因為處理大會事宜，未能來開場，我們自己開

始，最後主席趕來結束。 

工作坊內容從智能障礙者的問題行為所帶來的影響談起，接著討論正向行為支持

的定義，如同美國學者 Carr等人所說的，正向行為支持是一門應用科學，強調

以教育的方式和重組環境以提升個體的生活品質和減少行為問題。傳統上對於行

為問題的做法經常是被動地回應學生所產生的行為問題，重點在改變學生，而正

向行為支持強調前事、行為與後果三者之間的連結，特別是要從中了解行為的功



能。我們以一個案例實際說明行為功能的重要性，接著給予兩個案例與導引問

題，讓參與者充分討論後，再請參與者以前事、行為與後果的架構分析這兩個案

例。最後以互競行為模式引導參與者思考如何設定行為介入的短期(替代行為)、

長期目標(期待行為)與相對應的策略。 

在討論功能和案例練習時，不同文化背景對正向行為支持的反應挑戰我們的思

考，非常有趣。舉例如下： 

1.所有智能障礙者的問題行為都是來自要求注意力。 

2.何以見得是逃避工作，不是來自要求大人的注意力。 

3.為何不能讓智能障礙者做他想做的事，而一定要勉強他坐在椅子上寫功課。 

4老師應該要先跟智能障礙者建立相互關係，不應該下命令，就要學生服從。 

5.老師的嗶嗶聲可能會造成學生的行為問題，應該改為振動，減少感官刺激。 

6.為何說學生不會數到 12，為何不說學生可以數到 10。 

7.老師為何強迫學生學他不喜歡的，為何不要求學生做他喜歡的工作。 

8.很少人提到提供學生訓練正向行為，多數人都討論環境安排的改變。 

9.強調看學生的能，而非學生的不能 

10.介入策略的思考著重在環境調整，沒有人提到對適當與不適當行為的後果因

應策略 

 

主題：Equity, Equality and Inclusion of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主題者： Basu Dev Kafle, Professor of Inclusive Education at Tribhuvan University, 

Nepal 

公平、公正與融合是這一次大會的主軸。Dr. Kafle提到尼泊爾於 1999年舉辦第

14屆亞智盟會議的主軸為給予智能障礙者公正機會的策略：父母、社區、政府、

國際組織應扮演的角色色。然而這 20年來智能障礙者應有人權之進展是非常的

緩慢，特別是如何從結構性融合到 功能性融合。Dr. Kafle表示當社會能接受與

尊重差異時，所謂的公平正義才可能產生，真正融合的社會應確保所有的人，包

括智能障礙者，都能獲得相同的機會。Dr. Kafle提出數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1. 我們要問的不是資源的有無，而是分配性 

2. 我們要問不是定義智能障礙者的人權，而是如何發揮其人權 

3. 我們要問的不是接受障礙與否，而是對差異能發展出正向的態度 

最後，Dr. Kafle提醒我們常視障礙等於不能(inability) ，然而這樣的看法是歧視

與不義，他進一步指出隔離智能障礙者所付出的代價遠超過融合所需付出的代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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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Social inclusion and ethical support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who 

use challenging behaviors: Research to inform policy and practice initiatives. 

主題者： Keith McVilly, Professor of Disability & Inclusion; School of Social & 

Political Sciences at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Dr. McVilly一開始先拋出四個問題要亞智盟的會員思考： 

1. 如何影響政策和實務策略以支持有挑戰行為的智能障礙者 

2. 如何讓家庭和服務提供者獲得相關的知識與技巧以支持有挑戰行為的智

能障礙者 

3. 如何讓兒童與成年的智能障礙者獲得應有的支持 

4. 要了解行為支持是臨床與政治的活動，也是人權和道德的議題 

 

接著 Dr. McVilly談論智能障礙者的挑戰行為、挑戰行為的功能與正向行為支持，

內容和會前工作坊的部分內容相似，Dr. McVilly還宣傳想知道更多正向行為的內

容應該要去參與會前工作坊。Dr. McVilly把懲罰、挑戰行為與正向行為支持等概

念連結到更大的架構，如聯合國身心障礙者聯合公約第十五條-不能實施慘忍的

處罰，而正向行為支持的目的讓個體免於不人道的對待方式；挑戰行為間接與直

接地影響了個體的權利、自尊與生活品質等。他分享「生物心理社會模式」

(Bio-psycho-social Model)，提醒我們在面對行為問題時，要考量生理和心理的狀

態、個體的環境並教導功能等值的行為，以強化個體的選擇、控制和自我決策的

能力。 

最後 Dr. McVilly分享澳洲國家身心障礙保險計畫(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對於正向行為支持的規範之一是人員持續的專業成長，並把提供服務的

人員分為 core practitioner, proficient practitioner, advanced practitioner and 

specialist practitioner，讓人員持續的進修並分級的做法值得台灣參考。 



Figure 1: Factors that predispose, precipitate or maintain mental ill-health 

and/or behaviours of concern 

 

Adapted from: Holland & Jacobson (2001) (cited in McVill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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