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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撮要 
延展課程的推行是香港特殊教育一項突破性的發展，作為特殊教育工作
者，也期待能藉著這課程為弱智學生在學習上和生活上帶來更多更新的突
破和衝擊，以提升弱智人士在社會的價值和地位，盡展和盡顯他們的潛能。 
 
本行動研究採用單一個案研究方法，目的是探討以「融合生活技能計劃」
來提升及鞏固兩位嚴重弱智延展班學生在個人「社會生活技能」方面的知
識、技能和態度的成效。計劃內容是依據學生的個別需要、學習能力及適
應能力等，為學生訂定日常「社會生活技能」的訓練內容，例如梳洗，如
廁，穿衣服及進飲進食等，務求使訓練與實際環境配合，並透過每日的訓
練及實踐，把已學習的技能發揮出來。評估方法以觀察量表記錄每日學生
辨認相片及「社會生活技能」的表現，在為期 16 週的訓練後，兩位學生在
大部份的「社會生活技能」項目上均有進步，包括：洗手技巧、溝通技巧
（選取相片的準確性)、進飲進食的技巧及獨立性等。 
 
由於嚴重弱智學生的學習能力及速度都比較緩慢，記憶力亦較弱，所以持
續的學習對其十分重要。把學習有效地融入生活之中，能進一步提升學生
的學習表現，和有效地應用至將來成人院舍之中，讓他們在主動、自主和
自決的環境中生活。我們亦期望透過各專業團隊的共同努力和合作，讓學
生有更理想的學習表現和成效。 

 
 
引言 

 

面對廿一世紀社會急劇的轉變，學校課程和教學必須作出適當的改革來適應這些新

挑戰。根據 2001 年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提出的《課程發展路向》，大力提倡「學會學習 - 

終身學習、全人發展」的口號，並積極推動和鼓勵學生需「終身學習」和「自我增值」。

使他們能不斷裝備自己、提高學歷、以提升他們在社會和國際間的競爭能力。 

 

基於人權和公平的原則下，特殊學校的學生也應該受到平等的看待和培育。正如

1997 年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弱智兒童課程指引》，指出「無論其是否需要特殊教

育服務，一般兒童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不應被視為有別於一

般兒童。因此，特殊教育課程與主流課程均有共同的目標，皆以充份發展兒童的潛能為

最終目標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1997 P.1)。」為了配合這理念，適應社會的轉變和資訊

科技的發展，學生是需要不斷學習和更新知識，才可以在社會立足，融入社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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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香港教育統籌局落實在弱智兒童學校開辦延展課程計劃，為 16 歲以上的弱

智兒童提供延續性的訓練課程。本校亦於 2002 年 9 月起，獲教統局批准增加延展課程

班，為 16 歲至 17 歲 11 個月的嚴重弱智學生提供延續性的訓練課程，透過多元化的學

習目標和活動，讓學生能有效地掌握基本的生活知識、技能與態度，以裝備自己和適應

社會需要，使他們能順利過渡至成人院舍生活，以發揮他們「全人發展」的最高潛能和

開展他們獨立自主生活為最終目標。 

 

從事特殊教育的工作者，也期待能藉著這課程為弱智學生在生活上帶來更多更新的

突破，提升弱智人士在社會的價值和地位，盡展和盡顯他們的潛能。因此，本校延展課

程教學團隊期望能透過此行動研究進一步提升延展課程班學生的學習表現。 
 

 

「融合生活技能計劃」的教學實施 

  

 在傳統的教學中，特殊學校常採用分科教學，然而此類上課模式卻使學生學習目標

與生活環境和流程割裂，欠缺連貫和統一性，以致學生學習動機和學習表現僵化，未能

有效地在生活情境中應用出來。而「融合生活技能計劃」則著重於學生的生活流程上，

把學生的學習目標有系統地融入日常生活中，形成「生活流程教學」。根據 Frans & 
Dini(1987)、  Carreiro P(1988) 及  Raver & Sharon(2003) 均指出「生活流程教學 

(routine-based teaching)」對提升多重障礙兒童的學習專注力、記憶力、概念建立及技能

掌握等方面均有正面的幫助。因為在「生活流程教學」模式中，學習便是日常生活的一

部份，使學習環境、時間和內容三者互相緊扣，有助學生對有關知識和技能的內化及記

憶，並演化為他們生活的習慣或在自然誘發下而成。因此，通過「融合生活技能計劃」，

以「生活流程教學」能使學生的學習目標更有效地融入生活之中，及有效地把習得的知

識和技能在日常生活中應用。 

 

 而本校延展課程班學生學習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把學生所學的知識和技能有效地應

用甚或延伸至成人院舍生活中。在此，本行動研究的目的就是運用了「融合生活技能計

劃」提升嚴重弱智延展課程班學生於掌握「社會生活技能」的能力。 
 

 

個案研究 
 
本行動研究以明愛賽馬會樂仁學校的兩位學生作個案研究的樣本，以立意取樣

(purposive sampling)方法選取兩名嚴重弱智延展課程班學生；男女學生各一名，他們的

年齡為十七歲，健康良好，在視覺及聽覺上均沒有結構性的障礙。 
 
本研究由 2003 年 10 月至 2004 年 7 月完成。個案學生在未接受訓練前，施教者首

先於 03 年 11 月為學生進行基線表現評估，接著是透過 16 星期持續性的「融合社會生

活技能」計劃，在星期一至五上午進行訓練，每次訓練時間為三教節之課堂時間 (約 105

分鐘)，全期共進行了 69 次訓練。施教者把兩位學生在「社會生活技能」的學習目標有

系統地編排成一連串的生活流程活動，以觀察量表記錄學生的表現及能力變化，並每月

作一次錄影記錄。至於觀察量表評分分為六級：1 – 未能參與、2 – 完全協助、3 – 接
觸提示、4 – 手勢提示、5 – 口語提示、6 – 獨立完成。觀察量表主要評估學生在「社

會生活技能」的學習目標的表現；技能項目將被分析為較小步驟以便準確反映學生的能

力，並予以評分。為避免評分者信度影響評估結果，學生的表現會持續由同一名評分者

負責評估，使評估更為精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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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學生名為小柔，女，17 歲， 03-04 年度入讀延展課程班。學生在學習

時的專注力短暫，容易受其他事情影響而分心，學習時缺乏耐性，若重覆進行多次同類

活動 (如進行兩至三次相片選取)，則會發脾氣，另學生在聽從指令時並非每次都會作

出即時回應，需要施教者多次口頭提示才會進行活動，學生能理解簡單指令和相片，良

好手肌活動能力，能作簡單的自理活動，如抹咀，洗手，進飲進食等，但表現未如理想。 

 

個案（二）學生名為小俊，男，17歲，03-04 年度入讀延展課程班。學生較嗜吃，

故對進食訓練的專注力較良好，但對其他「社會生活技能」的訓練則較缺乏耐性，並會

轧檯面板上的東西撥到地上，由於學生專注力較弱，喜歡東張西望，因此在聽從指令方

面需要較多手勢及接觸提示，學生大肌和小肌能力良好，能在扶持下步行，能作簡單的

自理活動，如抹咀，洗手，進飲進食等，但表現仍未如理想，需加強訓練和鞏固練習。 

 

小柔及小俊在 03-04 年度為延展課程班新生，由於學生的身體肌能良好，手肌靈活，

沒有視聽障礙，可利用指令作指導訓練；而且學生將會入住成人護理院舍，故此學生在

「社會生活技能」學習上的知識、技巧及態度，能有效地應用在成人院舍。至於這兩位

學生參與此研究計劃目的是希望透過「融合生活技能計劃」提升他們在「社會生活技能」

上的能力，包括：如廁概念、洗手技巧、穿脫衣物的能力、溝通技巧(選取相片的準確

性)、進飲進食的技巧及其獨立能力等，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以至成人院舍中均可受用。

而經過 16 星期的「融合生活技能計劃」訓練後，小柔及小俊的學習進展如下。 
 

 

研究結果1

 
個案（一）學生在六項「社會生活技能」皆有進步，其中洗手、收拾及進食的表現

一直較佳而進步亦較大。而進步最大的是收拾的技能，她由第一時段初期的依賴接觸提

示(χ1=4.17)，進步至第四時段的獨立完成(χ4=6.00)【參考表 1d】。在洗手方面，她從第一

時段的需要接觸提示(χ1=3.67)，進步至最後只需口語提示及偶有獨立完成(χ4=5.05) 【參

考表 1b】。在進食的技能方面，亦由開始時的手勢或口語提示(χ1=4.83)，提升至最後能

獨立完成(χ4=6.00) 【參考表 1e】。另外，飲水及興趣的技能方面，亦有一定進步，普遍

從由初期接觸提示進展至口語或手勢提示(χ4=4.11 & χ4=4.63) 【參考表 1a及 1c】。而如

廁的技能方面，則未如理想，一直維持在未能參與(χ1=1.00)或完全協助下完成(χ2=2.00, 
χ3=2.05, χ4=2.00)的水平【參考表 1f】。 
 

辨認圖咭方面，學生除了在辨認飲水圖咭項目外，辨認其他圖咭的能力皆有進步。

其中以如廁的進步最大，其次則為洗手。在辨認如廁的圖咭方面，她由第一段時期需要

完全協助及接觸提示(χ1=2.67) 提高至手語提示的階段(χ4=4.11) 【參考表 1f】。在辨認洗

手的圖咭方面，她亦從初期需要接觸提示(χ1=3.89)，提升至最後單靠口語提示便能完成

(χ4=5.00) 【參考表 1b】。在辨認進食的圖咭方面，雖然只進行了三個時段的訓練，但她

亦由開始時的口語或手勢提示的水平(χ2=4.69, χ3=4.89)，提升至最後能單靠口語提示及

偶有獨立完成的表現(χ4=5.16) 【參考表 1e】。在辨認飲水的圖咭方面，未見進步，她在

第一時段及第四時段皆是在口語提示下完成(χ1=5.00, χ4=5.00)，在第二時段及第三時段

期間曾出現需要手勢提示和接觸提示的現象(χ2=4.08, χ3=4.74) 【參考表 1a】。 
 

                                                 
1 研究結果中出現的x1, x2, x3及x4分別代表： 
χ1：第一時段(11-12 月)表現的平均分， χ2：第二時段(1 月)表現的平均分， χ3：第三時段(2 月)表現的平均

分， χ4：第二時段(3 月)表現的平均分。 

 
明愛賽馬會樂仁學校  P.3



表一：《個案（一）「社會生活技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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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生活技能」 
辨認圖咭 

Nov-Dec 第一時段(χ1)表現平均分 
Jan 第二時段(χ2)表現平均分 
Feb 第三時段(χ3)表現平均分 
Mar 第四時段(χ4)表現平均分 

  
個案（二）學生在是次研究當中，表現雖然較為不穩定，但整體而言，各項「社會

生活技能」在訓練後有正面的提升。在五項「社會生活技能」訓練中，學生較有興趣的

「社會生活技能」(進食、如廁及脫衣服)表現尚佳，進食技能上一直能維持口語提示至

獨立完成的水平(χ>5.0) 【參考表 2d】。而如廁技能由第一段時期的口語提示(χ1=5.39) 提
昇至第四段時期獨立完成(χ4=6.00) 【參考表 2e】。在脫衣服的技能方面，第一段時期是

需要手勢提示(χ1=4.56)，及後第二段時期表現下滑，曾經只能以接觸提示下完成，但最

後提升至能獨立完成的水平(χ4=5.32) 【參考表 2c】。而飲水及洗手的技能方面，則沒有

顯著進步，他在飲水的技能第一段至第四段時期仍維持於需要手勢和口語提示的水平

(χ1=4.39, χ2=4.00, χ3=4.11 & χ4=4.21) 【參考表 2a】;在洗手的技能方面，他在第一段至

第四段時期只維持完全協助或偶爾達到接觸提示下完成的水平(χ1=2.11, χ2=2.46, χ3=2.05 & 
χ4=2.16) 【參考表 2b】。 

 

 辨認圖咭方面，以飲水及如廁兩方面進步最大，在辨認飲水的圖咭方面由第一段時

期需要手勢提示(χ1=4.56)，及後在第二段時期表現下滑，曾出現需要接觸提示(χ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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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後提高至口語提示的水平(χ4=5.0) 【參考表 2a】。而辨認如廁的圖咭方面，由最初

的需要完全協助(χ1=2.17)提高至接觸提示的水平(χ4=3.00) 【參考表 2e】。在辨認洗手的

圖咭方面，雖然由第一段至第四段時期仍維持需要接觸提示及手勢提示水平，但平均值

由第一段(χ1=3.28)稍為提高至第四段時期(χ4=3.32) 【參考表 2b】。在辨認進食的圖咭方

面，他在第一段時期的初期是需要口語提示的水平，到了後期開始已達獨立完成的水準

(χ1=5.67)及後在第二、三段時期表現下滑，只能以手勢提示及後需要口語提示的水平

(χ2=4.31,χ3=4.74)；在第四段後期表現漸漸進步至獨立完成的水平(χ4=5.42) 【參考表

2d】。另外，由於脫衣服的動作較難以圖咭表達，所以未有辨認脫衣服的圖咭訓練。 
 
表二：《個案（二）「社會生活技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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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在完成 16週的「融合生活技能計劃」訓練後，研究結果顯示：個案（一）

學生在六項「社會生活技能」的表現均有明顯的進步，辨認圖咭的能力（飲水除外）亦

有正面的增長。個案（二）學生在五項「社會生活技能」中，進食、如廁及脫衣服共三

項技能表現進步，至於辨認圖咭方面則有飲水及如廁兩項出現正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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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和總結 
 

 2002 年教育統籌局落實在弱智兒童學校開設延展課程班，其最終目的是要讓學生在

兩年的學習生活中，掌握和強化個人的獨立生活能力，以順利過渡至成人院舍生活。而

本校「社會生活技能」科正是為延展課程班而設立的校本課程，希望學生在兩年的延展

班生涯中能有效地掌握實用生活知識及技能，開展個人的獨立生活，並有效地應用至成

人院舍之中。而是次行動研究則可讓延展班各跨專業團隊對「社會生活技能」的實用性

及適切性作出評估及調整，以更有效地發展和調適校本延展課程，為本校延展課程班建

立更完善的學與教。正如教育學者指出：「要提供優質課程，必須把課程開發、實施和

研究結合起來，待實踐者加以批判和檢討。只有通過實踐來驗證其成效，決定其適切性，

並作出跟進和改善。(李偉成、林德成 2004)」這才是最有效的。 
 

雖然在是次研究中，有一定限制和困難，如有限的學習時間、學生學習動機及認知

能力的限制等，這些因素都會影響「融合生活技能計劃」的成效，但亦令延展班的跨專

業團隊更意識到要讓學生的學習得到更大成效，除了要考慮學生的學習能力、學習動機

和興趣外，還需要考慮學生在其他情境 (如家庭、醫院)的學習和應用情況。此外，由於

嚴重弱智學生的學習模式需以重覆性多次練習，才能加強其專注和記憶，故此，他們的

「社會生活技能」訓練便是以日常生活流程作持續性的學習，讓學生對這些技能得以深

化，才可以有效地鞏固他們的知識及技能。 
 
另外，由於本研究只是以立意取樣方法選取了兩個個案進行分析和研究，研究結果

未能標準類化至同類的學童，但通過這次的研究亦肯定了「融合生活技能計劃」對提升

學生「社會生活技能」有一定幫助，建議在未來亦可透過增加樣本、以對照方式等研究

以探究「融合生活技能計劃」的果效，從中確立此教學模式對學生學習「社會生活技能」

的效能。 
 

總括而言，是次行動研究能透過「融合生活技能計劃」提高並鞏固兩位學生在個人

「社會生活技能」方面的知識及技能。因為在此研究過程中，施教者和教學團隊能因應

學生的個別學習能力和需要，為學生訂定適切的日常生活流程及學習目標，再配以適當

的教學策略和教材教具，以進行施教。這樣，學生便能透過學習和生活的實踐把所學到

的知識和技能發揮出來，使學習與實際環境互相配合。因為學習就是生活，而生活也包

涵了學習的元素。這才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使學生獲得更大的裨益。 
 

學習是一個持續不斷的過程，本研究雖然只是一項短期研究，但亦有其正面的果

效，兩位個案研究學生在大部份的社會生活技能項目上均有進步。由此可見「融合生活

技能計劃」應用於「社會生活技能」的學習上均有一定的幫助。由於嚴重智障學生的學

習能力及速度都比較緩慢，記憶力亦較弱，所以持續性融入生活的學習對其十分重要。

教師應把握各種機會和教學情境，促進學生的學習，若日後能加強學校、醫院、家長及

院舍的共同努力和合作，相信學習成效將會更佳和更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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