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18, 8(5), 545-554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18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18.85087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upport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in Macau 

Chi-Man Tong1*, Sung-Yi Lee1, Tat-Ming Sze2 
1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2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Received: Aug. 27th, 2018; accepted: Sep. 12th, 2018; published: Sep. 19th, 2018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ocial support of inclusive stu-
dents’ parents in Macau, and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of parents’ social support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study included 337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and statistics were perform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single-sample T-test,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one-way anova. The 
results show: 1) Parent’s “substantive support” and “message support” are moderate, and “emo-
tional support” and overall social support are relatively high; 2) Two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the 
“degree of parental education” and “relationship with spouse”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
cial support (P < 0.05). At last, we make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s a 
reference for parents, schools and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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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澳门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之现况，并了解不同背景下家长社会支持的差异情形。研究一

共收取了337位融合生家长的资料，以描述性统计、单一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子变异数分

析法进行统计。结果显示：1) 家长的「实质支持」和「讯息支持」是中等程度，「情感支持」、整体社

会支持是较高程度；2) 「家长教育程度」、「与配偶关系」等两个背景变项在社会支持中呈现显著的差

异(p < 0.05)。最后，根据本研究之结果提出建议，以作为家长、学校及政府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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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动机 

澳门特区政府于 2006 年颁布了“第 9/2006 号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其第十二条第

三部分是关于特殊教育，当中提出了「特殊教育优先在普通学校内以融合的方式实施，亦可在特殊教育

机构以其他方式实施[1]。」同年，澳门教育暨青年局推出了「融合教育资助计划」，为私立普通学校提

供技术支持、财政资源与培训，鼓励相关学校收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2]。正是这样，澳门融合教

育此后得到稳步的发展[3]。然而，随着陆续有私立普通学校参与「融合教育资助计划」，近十多年中，

澳门融合生数目有明显的改变。根据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的网站资料显示，2006/2007 学年至 2012/2013 学

年，澳门融合生数目从 277 人增至 516 人[4]，而之后从 2013/2014 学年开始起，融合生人数更以每学年

超过 100 人新增数字的速度在提升，直到 2016/2017 学年为止，融合生数目已增至 1134 人[5]。在此状况

下，澳门当地的融合教育逐渐引起社会关注，早前一个澳门融合教育的质性研究显示，融合生家长会觉

得融合教育学额存在不足，同时对有融合教育需要的孩子之学习状况、教育支持等表现忧虑[6]。有关研

究显示了融合生家长在教养孩子时，会有一定程度的压力。因此，当社会上有越来越多融合生的时候，

就可能会有更多的融合生家长承受有关的忧虑、心理压力，而有关家长在教养孩子时所面对的压力可能

就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来调适。 
社会支持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学者对当时社会变迁、社会政策、工业化等现象的观察，认为有

关社会现象会造成社会统整丧失及人类社会关系解离，也会使有关人士在心理上的幸福感受到负面影响，

从而提出了社会支持的概念[7]。过往有研究显示，特教班学生家长、身心障碍人士家长所感受到的社会

支持与其心理压力呈现负相关，亦即是说，有关家长知觉社会支持越高，则其感受的压力就越低。可见，

社会支持或许能够减轻身心障碍人士家长、以至特殊学生家长的心理压力之负面影响，可是有关研究同

时也发现相关家长所得到的社会支持并不理想[8] [9]。那么澳门融合生家长所感受到社会支持的情况是如

何呢？他们在不同的背景下，所感受的社会支持会否有不同？目前在有关方面我们仍不清楚。因此，研

究者开展以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之实证研究，对未来澳门融合教育之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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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依据本研究动机，本研究之研究问题有三个：1) 了解澳门融合生家长知觉社会支持之现况；2) 了解

不同背景变项下，澳门融合生家长知觉社会支持之差异情形；3) 就本研究结果给出建议，以作为融合生

家长、学校及特区政府之参考。 

1.3. 研究问题 

依据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问题有两个：1) 澳门融合生家长知觉社会支持之现况是如何？2)
不同背景变项下，澳门融合生家长知觉社会支持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本身包含填写者家长的基本资料，另外也包括「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

量表」、「融合生家长生活压力量表」、「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及「融合生家长参与量表」等四

份量表。在本研究中，由于只探讨澳门融合生家长知觉社会支持之状况，以及了解不同背景下的融合生

家长知觉社会支持之差异情形。因此本研究只陈述背景资料及「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兹述如下： 

2.1.1. 基本资料 
本研究的填写者基本资料有 12 项(即背景变项有 12 项)，包括：「家长出生地」、「家长与孩子关系」、

「家长年龄」、「家长教育程度」、「家长工作状况」、「与配偶关系」、「家中孩子数」、「家庭经

济状况」、「孩子受照顾情况」、「孩子性别」、「孩子教育阶段」、「孩子呈现障碍类型」等，有关

每个变项的组别分布状况，可见表 1 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 situation of variable groups 
表 1. 变量组别的分布情况 

变项名称 变项中的组别 

家长出生地 1) 澳门；2) 中国大陆；3) 其他 

家长与孩子关系 1) 父亲；2) 母亲；3) 其他 

家长年龄 1) 30 岁或以下；2) 31~40 岁；3) 41~50 岁；4) 51 岁或以上 

家长教育程度 
1) 幼儿园或以下程度；2) 小学程度；3) 中学程度；4) 大专或学士程度； 

5) 硕士或博士程度 

家长工作状况 1) 不轮班全职；2) 不轮班兼职；3) 需轮班全职；4) 需轮班兼职；5) 未就业 

与配偶关系 1) 十分好；2) 好；3) 普通；4) 不好；5) 十分不好 

家中孩子数 1) 一个；2) 二个；3) 三个；4) 四个或以上 

家庭经济状况 1) 充裕；2) 刚好够用；3) 沉重；4) 十分沉重 

孩子受照顾情况 
1) 主要由我照顾；2) 主要由配偶照顾；3) 主要由孩子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 

4) 主要由佣人照顾；5) 其他 

孩子性别 1) 男；2) 女 

孩子教育阶段 1) 幼儿园；2) 初小；3) 高小；4) 初中；5) 高中 

孩子呈现障碍类型 1) 学习问题；2) 情绪行为问题；3) 沟通社交问题；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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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 
本研究的「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是由研究者参考其他学者之理论文献、问卷而编制出来[10]。

研究者在编制量表初期，根据 3 位受访家长的回应，并结合吴佳贤、张美云、林宏炽、王龄竟、陈毓文、

张桂贞等学者提出的社会支持之研究层面[11] [12] [13] [14]，再定出本研究中社会支持的三个层面，包括：

「情感支持」、「实质支持」、「讯息支持」。「情感支持」是指融合生家长在养育融合生孩子时所感

受到他人在精神上、情绪上的支持，经预试后题目有 5 题；「实质支持」是指融合生家长在养育融合生

孩子时所感受到他人所给予之实际支援与帮助，经预试后题目也为 5 题；「讯息支持」是指融合生家长

所感受到社会给予帮助融合生孩子的资讯，经预试后题目有6题。量表拟定使用李克特式(Likert-type rating 
scale)的五点量表方式塡答，从「完全同意」、「大部分同意」、「一半同意」、「少部分同意」到「不

同意」，分别给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将每一位受试者在每个层面的分数加起来，就代表该

名受试者在该层面的分数，三个层面分数的加总，即为量表的整体总分，得分越高表示该名融合生家长

知觉社会支持越大，反之越低。预试结果是：项目分析显示各个题目与总分相关系数介于 0.333~0.753 (p 
< 0.05)，显示每个题目所测量之心理特质比较接近；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各题目因素负荷量在

0.684~0.861 之间，解释总变异量为 67.539%；内部一致性检验显示，量表的「情感支持」、「实质支持」、

「讯息支持」等三个层面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是 0.851、0.839、0.909，整个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65。因此量表预试后具有良好的效度与信度。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澳门融合生家长为研究对象，家长可以是父母、或家里其他亲属的主要照顾者，研究者首

先通过社团——「澳门鲍思高青年服务网络」，向全澳所有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派发研究邀请函，最后

有 10 所学校的校部回复参与本次研究，另外也有 2 个社团参与是次调查。最终从这些学校、社团共收取

到 363 份问卷，去除没效问卷 26 份，有效问卷为 33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8%，以目前全澳总数约 1300
名融合生计算，每名融合生有 1 名代表家长填写问卷的话，本研究取样数约占母群体的 2 成 5，符合抽

样的数目要求[15]。 

2.3. 研究假设 

依本研究之目的，研究假设有以下两个部分：假设 1. 澳门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分数与社会支持中

等水平呈现显著的不同；假设 2. 不同背景变项下，澳门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具有显著的差异。 

2.4. 资料分析方法 

研究者首先采用 SPSS21.0 软件将 337 位融合生家长的资料输入，显著水平 α 设定为 0.05，使用描述

性统计计算平均分数及标准偏差，以单一样本 T 检验去验证研究假设 1，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子

变异数分析法，去考验研究假设 2。分析前会先判断每组人数是否足够，若每组人数太少(少于 15 人、各

组样本数比例少于 5%，则会进行合组)。 
在考验研究假设 2 的检验上，对背景变项只有两组的情况，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而对背景变项为

三组或以上的情况，则采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在采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过程中，亦会在事前进行

变异数同侧性检定，若变异数具有同侧型，则会以 Anova 的 F 值、显著性进行统计，并在出现显著差异

后以 Scheffe 法或 LSD 法来进行事后检定，若变异数不具有同侧型时，则会采用 Welch 法的近似 F 值、

显著性进行统计，并在出现显著差异后以 Tamhane’s T2 进行事后检定[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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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1. 现况分析 

表 2 显示了社会支持的描述性统计与单一样本 T 检验的分析结果。从分层面的得分看，融合生家长

的「情感支持」平均分数为 16.17 分，t 值为 4.403 (p < 0.001)，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高于「情感支持」

中等水平的 15 分，显示了澳门融合生家长感受「情感支持」处于较高水平；融合生家长的「实质支持」、

「讯息支持」之平均分数分别为 15.47 分、18.37 分，t 值分别为 1.461 (p > 0.05)、1.013 (p > 0.05)，统计

上未达显著水平，表示澳门融合生家长感受的「实质支持」、「讯息支持」均处于中等水平。从整体分

数看：融合生家长整体社会支持平均分数为 50.01 分，t 值为 2.569 (p < 0.05)，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高

于整体社会支持中等水平的 48 分，表示澳门融合生家长感受的整体社会支持处于较好的水平。 
综合上述可知，澳门融合生家长虽然在「实质支持」、「讯息支持」等层面中只是中等水平，但其

知觉「情感支持」、整体社会支持等仍属于较好的程度。因此假设 1 有部分成立。 

3.2. 不同背景变项下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之差异分析 

以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去检验 12 个背景变项下，融合生家长的整体社会支持及其

各分层面「情感支持」、「实质支持」、「讯息支持」的差异情形。结果发现：所有背景变项中，包括

「家长出生地」、「家长与孩子关系」、「家长年龄」、「家长工作状况」、「家中孩子数」、「家庭

经济状况」、「孩子受照顾情况」、「孩子性别」、「孩子教育阶段」、「孩子呈现障碍类型」等 10 个

背景变项，在融合生家长知觉整体社会支持及其各分层面「情感支持」、「实质支持」、「讯息支持」

上，统计中均未达显著(p > 0.05)，亦即是上述 10 个背景变项，均不会在社会支持中出现显著差异。而「家

长教育程度」、「与配偶关系」等 2 个背景变项，在融合生家长的整体社会支持及其各分层面「情感支

持」、「实质支持」、「讯息支持」上，均最少在 1 项层面的统计中出现显著差异(p < 0.05)。可见，虽

然 12 个背景变项里，有大部分在社会支持中没有显著不同，但仍有少部分背景变项在社会支持中达到显

著差异水平。现将具有显著差异的部分兹述如下： 

3.2.1. 「家长教育程度」在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之差异分析 
以「家长教育程度」这一背景变项进行社会支持的差异分析时发现，由于组别「幼儿园或以下程度」、

「硕士或博士程度」未能达到足够的样本数，因此研究者将组别「幼儿园或以下程度」与组别「小学程

度」进行合组，合为「小学或以下程度」的组别，将组别「大专或学士程度」与组别「硕士或博士程度」

进行合组，合为「高等教育程度」的组别，以这三个组别来进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由表 3 发现：「情

感支持」、「讯息支持」、整体社会支持之 F 值分别为 0.902、3.004、2.910，p > 0.05，统计上未达显著

水平，这表示当家长教育程度不同，他们家长感受的「情感支持」、「讯息支持」、整体社会支持等没

有显著的不同。然而，「实质支持」之 F 值为 5.864，p < 0.01，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这表示当家长教

育程度不同，他们家长感受的「实质支持」会有显著不同。Tamhane’s T2 事后比较发现，「中学程度」

的家长比「小学或以下程度」的家长显著高 2.932 分，「高等教育程度」的家长比「小学或以下程度」

的家长显著高 3.230 分。这显示当融合生家长的教育程度为中学或大学时，有关家长所感受的「实质支

持」，会显著比那些只有小学或以下学历程度的家长为高。 
综合上述可知，家长的不同教育程度，其所感受的整体社会支持，以及在「情感支持」、「讯息支

持」上均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实质支持」上就有显著差异，「小学或以下程度」学历的家长，所感受

「实质支持」会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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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ocial support status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表 2. 融合生家长知觉社会支持现况 

变项及层面 平均数 标准偏差 题数 每题平均分 t 值 

情感支持 16.17 4.874 5 3.234 4.403*** 

实质支持 15.47 5.929 5 3.094 1.461 

讯息支持 18.37 6.775 6 3.062 1.013 

整体社会支持 50.01 14.396 16 3.126 2.569* 

注：***表示 p < 0.001，*表示 p < 0.05。 
 
Table 3. Differences analysis of the degree of parental education on social support 
表 3. 家长教育程度在社会支持之差异分析 

变项层面 家长教育阶段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 值 事后比较 

情感支持 

1.小学或以下程度 43 16.14 4.668 

0.902  2.中学程度 181 16.48 5.060 

3.高等教育程度 113 15.69 4.645 

实质支持 

1.小学或以下程度 43 12.81 5.470 

5.864** 2 > 1 
3 > 1 2.中学程度 181 15.75 6.239 

3.高等教育程度 113 16.04 5.339 

讯息支持 

1.小学或以下程度 43 16.65 6.335 

3.004  2.中学程度 181 19.14 7.079 

3.高等教育程度 113 17.80 6.299 

整体社会支持 

1.小学或以下程度 43 45.60 13.288 

2.910  2.中学程度 181 51.36 15.137 

3.高等教育程度 113 49.53 13.292 

注：**代表 p < 0.01。 

3.2.2. 「与配偶关系」在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之差异分析 
以「与配偶关系」这背景变项进行社会支持的差异分析时发现，由于组别「十分不好」未能达到足

够的样本数，因此研究者将「不好」、「十分不好」这两组进行合组，合为「不好及十分不好」的组别，

因此最终以「十分好」、「好」、「普通」、「不好及十分不好」等四个不同配偶关系之组别对社会支

持进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由表 4 发现：「情感支持」之 F 值为 7.026 (p < 0.001)，统计上达到显著水

平，这表示家长与其配偶关系的好坏，会使其感受「情感支持」有显著不同。LSD 法事后比较发现，与

配偶关系处于「十分好」的家长，分别比与配偶关系处于「好」、「普通」、「不好及十分不好」的家

长显著高 2.618 分、2.753 分、2.136 分，这显示与配偶关系处于「十分好」的家长，其所感受的「情感

支持」会显著好些；「实质支持」、「讯息支持」之 F 值分别为 2.360 分、0.728 分，(p > 0.05)，统计上

未达到显著水平，这表示家长与其配偶关系的好坏，并不会使其感受「实质支持」、「讯息支持」会有

显著差异；最后，整体社会支持之 F 值为 3.219 (p < 0.05)，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这表示家长与其配偶

关系的好坏，会使其感受整体社会支持有显著不同。LSD 法事后比较发现，与配偶关系处于「十分好」

的家长，分别比与配偶关系处于「好」、「普通」的家长显著高 4.596 分、6.178 分，这显示与配偶关系

处于「十分好」的家长，其感受的整体社会支持会显著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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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Difference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spouse on social support 
表 4. 与配偶关系在社会支持之差异分析 

变项层面 与配偶关系类型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 值 事后比较 

情感支持 

1.十分好 99 17.99 5.074 

7.026*** 
1 > 2 
1 > 3 
1 > 4 

2.好 121 15.37 4.471 

3.普通 76 15.24 4.563 

4.不好及十分不好 41 15.85 5.062 

实质支持 

1.十分好 99 16.58 5.768 

2.360  
2.好 121 15.10 5.819 

3.普通 76 14.34 6.174 

4.不好及十分不好 41 16.00 5.878 

讯息支持 

1.十分好 99 18.76 7.129 

0.728  
2.好 121 18.26 6.481 

3.普通 76 17.57 6.933 

4.不好及十分不好 41 19.29 6.512 

整体社会支持 

1.十分好 99 53.32 14.448 

3.219* 1 > 2 
1 > 3 

2.好 121 48.73 13.871 

3.普通 76 47.14 14.734 

4.不好及十分不好 41 51.15 14.006 

注：***代表 p < 0.001，*代表 p < 0.05。 
 

综合上述可知，虽然「与配偶关系」背景变项在家长知觉「实质支持」、「讯息支持」上并没有显

著差异，但在感受整体社会支持、分层面「情感支持」有显著差异。另外，「家长教育程度」背景变项

也在「实质支持」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研究假设 2 部分成立。 

4. 综合讨论 

4.1. 结果讨论 

本研究显示，虽然目前澳门融合生家长所感受的「实质支持」及「讯息支持」只处于中等的水平，

然而其所感受的「情感支持」、以至知觉整体社会支持也能够处于较好的水平，说明目前融合生家长能

够知觉一定程度的社会支持。这或许与近年社会对特殊教育、以至融合教育、早期疗育的关注开始得以

提高所致。回顾近年，政府在特殊教育，尤其是早期疗育、融合教育服务上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

为有关孩子及家长开办各类训练的工作坊[18]，而其他的一些非牟利复康社团，也就家长与孩子的互动提

供更多不同类型的宣导、支持与跟进[19] [20] [21]。在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活动推行之下，整个澳门社会

对特殊教育、融合教育、早期疗育等的关注度可能因而提高。尤其是近年非牟利社团「澳门特殊教育需

要学生协进会」常在公开场合中为有关家长提供建议与支援[22]，以及澳门政府的「澳门特区发展障碍儿

童关爱网络」的成立[23]，亦可能会因而为有关家长提供更多的精神上鼓励。因此融合生家长得到社会的

关注、以至社会的关心程度可能比以往高。正可能因为这些原因，使到有关家长感受的社会支持在某些

层面中会较为理想。 
本研究显示，家长教育程度的不同，会使到有关家长在感受「实质支持」出现显著的不同，当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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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学程度」或「高等教育程度」等较高学历的家长，均会显著比「小学或以下程度」较低学历的家

长有较高的「实质支持」。另外，本研究也发现，与配偶关系的不同，会使到有关家长在感受「情感支

持」、整体社会支持出现显著差异，当中发现与配偶关系处于「十分好」的组别，在感受有关支持会显

著较高。综合上述可知，「家长教育程度」、「与配偶关系」等这两个背景变项，会使有关家长在感受

一些层面的社会支持出现显著差异。之前已有以特殊学生的家长为对象之研究显示，家长教育程度的不

同，除了可以使到他们在感受「讯息支持」出现显著差异外，更可以使到他们在感受「实质支持」也出

现显著的不同。有关研究也显示了有较好教育程度的家长，他们在感受有关社会支持上会较高[8]。而本

研究在「家长教育程度」这一背景变项的差异性分析检验上，也与该研究结果相似，说明了「家长教育

程度」这一背景变项，可能是影响有关家长感受社会支持的因素之一。而这原因很可能是较高教育程度

者，会较懂得透过多种渠道来得到他人的协助与支持[8]。另一方面，从家庭系统理论观点来看，夫妻双

方的婚姻关系，是凝聚家庭互动历程的重要变项[24]，而这种关系之间的好与坏，会可能使到他们双方感

受支持程度不同，继而可能间接影响他们孩子的心理发展[25]。若以有关理论看，当夫妻之间有十分好的

关系，他们在教养融合生孩子的过程中，就可能越能感受到双方对大家的支持。因此，与配偶关系处于

「十分好」的家长，他们在感受有关社会关支持(如「情感支持」、整体社会支持)可能会较高，说明了「与

配偶关系」这一背景变项，可能是影响有关家长感受社会支持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4.2. 研究限制 

本研究虽然以经过信效度分析的量表及背景资料所构成的问卷进行实证性分析，然而研究仍存在限

制。第一，本研究收集了十所学校之校部与两个社团机构的 337 个样本，虽然依据统计学者吴明隆、涂

金堂的观点[15]，本研究在取样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目前澳门始终有约四十个学校的校部参与融合教

育，因此本研究所得的结果，可能无法演绎推论到其他的融合生家长身上。未来的跟进研究，可以尝试

抽取较多的样本，藉此提升研究的可靠性。第二，虽然研究发现，「家长教育程度」、「与配偶关系」

这两个背景变项，可能是影响有关家长感受社会支持程度的因素，但是否真正的影响因素，还得有待日

后更深入、更多不同统计方法的量化研究来验证。第三，本研究在结果讨论上，尝试借用其他的理论、

研究、政府政策资料及康复团体运作的资料，以解释量化结果。然而，要更加了解上述研究结果的原因，

还可能有待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才能更好解释结果。因此，未来的研究者可以考虑以深度访谈进行质

性的实证分析。这样，将会更为了解融合生家长知觉社会支持之历程。 

4.3. 建议与结论 

依据本研究之结果，本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4.3.1. 家长 
本研究显示，当融合生家长与其配偶关系处于「十分好」的状态时，则家长在感受「情感支持」、

以至整体社会支持也会有较好的水平。因此建议有关家长，他们夫妻之间必须要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

平时就教养融合生孩子多作沟通，以达到更好的教养共识，这样除了能提高双方间所感受的社会支持外，

亦可能会有助于大家对孩子教导的参与。 

4.3.2. 学校 
本研究显示，融合生家长在感受「实质支持」、「讯息支持」只处于中等水平，说明了有关家长感

受到他人所给予之实际支持与帮助、所感受到社会提供帮助融合生孩子的资讯等支持仍不太足够。建议

学校在有关方面多给予协助。在实质方面，学校需要加强有关融合生的教学调整、课程调整、评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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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并为融合生提供适切的心理辅助，以使家长能切实感受到学校为其孩子提供优质的教学与心理

支持；在讯息方面，有关辅助的教师除了平时与有关家长作出联系外，亦可以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为

家长提供更多协助孩子的信息，使到家长无时无刻都得到各方面最新的信息。只要做到以上的协助，相

信必能使到有关家长能感受到更多的「实质支持」与「讯息支持」。 

4.3.3. 政府 
本研究显示，家长教育程度的高低，会在他们家长感受的「实质支持」中出现显著差异。当中发现，

「小学或以下程度」的低学历家长，所感受「实质支持」会较低。这说明学历程度较低的家长，较不懂

得透过何种渠道、方式来得到实质的协助。建议政府需要针对为有关低学历的融合生家长提供更多的实

质性协助，由政府启动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协调其他非牟利的心理辅导专业社团，为有关融合生家长提

供更多的实质支持。同时通过多样不同的宣传平台，提供更多的信息，让学校、以至融合生家长了解更

多协助融合生的资讯，使有关家长感受到更多的「讯息支持」。 

4.3.4. 结论 
本研究显示，虽然融合生家长在「情感支持」、整体社会支持等均有不错的感受程度，但在「实质

支持」和「讯息支持」的感受上仍未达到更佳的表现，而「家长教育程度」、「与配偶关系」这两个背

景变项，也可能是影响有关家长感受社会支持程度的因素。寄望澳门其他学术研究者，也能以此研究为

基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希望澳门教育当局、学校也能参考本研究的结果与建议，省思支持

融合生家长的方法，为有关家长提供更佳的社会支持。 

参考文献 
[1] 澳门印务局. 第 9/2006 号法律[EB/OL]. http://bo.io.gov.mo/bo/i/2006/52/lei09_cn.asp, 2015-12-10. 

[2] 汪斯斯, 雷江华. 澳门的融合教育及启示[J]. 现代特殊教育, 2009(5): 40-41. 

[3] 董志文. 从法律及运作状况探讨澳门特殊教育的发展[J]. 现代特殊教育, 2016(18): 29-34. 

[4] 澳门教育暨青年局. 非高等教育统计数据概览 2016[EB/OL]. 
http://202.175.82.54/dsej/stati/2015/c/edu_num15_part1.pdf, 2016-12-05. 

[5] 澳门教育暨青年局. 非高等教育统计数据概览 2017[EB/OL]. 
http://202.175.82.54/dsej/stati/2016/c/edu_num16_part1.pdf, 2017-12-30. 

[6] 董志文. 澳门融合生家长对本澳融合教育发展看法之研究[J]. 现代特殊教育, 2016(13): 75-77. 

[7] 张美云. 发展迟缓儿童家庭社会支持与赋权增能之相关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彰化: 彰化师范大学, 2007. 

[8] 何采萤. 国小特教班学生主要照顾者亲职压力与社会支持之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台北: 台北市立大学, 
2015. 

[9] 冼嘉华. 澳门智障人士家长心理压力与社会支持之相关因素调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澳门: 澳门科技大学, 
2014. 

[10] 董志文. 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之编制分析[J]. 心理学进展, 2017, 7(9): 1151-1160. 

[11] 吴佳贤. 学前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负荷、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相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投县: 台
湾暨南大学, 2002. 

[12] 张美云, 林宏炽. 发展迟缓儿童家庭社会支持与赋权增能之相关研究[J]. 特殊教育学报, 2007(26): 55-84. 

[13] 王龄竟, 陈毓文. 家庭冲突、社会支持与青少年忧虑情绪: 检视同侪、专业与家外成人支持的缓冲作用[J]. 中华

心理卫生学刊, 2010, 23(1): 65-97. 

[14] 张桂贞. 身心障碍幼儿父亲的亲职压力、社会支持与亲职参与之相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台北: 辅仁大学, 
2012. 

[15] 吴明隆, 涂金堂. SPSS 与统计应用分析(修订版) [M]. 台北: 五南图书, 2016: 15. 

[16] 吴明隆. SPSS 操作与应用: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第二版) [M]. 台北: 五南图书, 2016: 471-493. 

 

DOI: 10.12677/ae.2018.85087 553 教育进展 
 

https://doi.org/10.12677/ae.2018.85087
http://bo.io.gov.mo/bo/i/2006/52/lei09_cn.asp
http://202.175.82.54/dsej/stati/2015/c/edu_num15_part1.pdf
http://202.175.82.54/dsej/stati/2016/c/edu_num16_part1.pdf


董志文 等 
 

[17] 李城忠. 应用统计学 SPSS & AMOS 范例分析完全手册[M]. 新北: 新文京开发出版, 2016: 120-133. 

[18]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入口网站. 儿童综合评估中心为轮候康复治疗服务儿童及家长办早疗工作坊[EB/OL]. 
https://www.gov.mo/zh-hant/news/214572/, 2017-10-22.  

[19] 澳门特殊奥运会. 儿童发展筛检日[EB/OL]. http://www.specialolympicsmacau.org/?p=617, 2015-05-02. 

[20] 董志文, 李嵩义, 黄栋祥. 澳门融合教育发展之定性研究: 从融合教育教师之观点分析[J]. 教育进展, 2017, 7(6): 
334-342. 

[21] 澳门聋人协会. 家长分享: 直接与间接服务并行提供更全面支持[EB/OL].  
https://www.mda.org.mo/speechandhearing/news/news-251, 2018-02-22. 

[22] 星报. 澳门论坛探讨儿童发展迟缓及早疗服务: 社局与团体合作加大支持[EB/OL].  
http://www.sengpou.com/news_detail.php?news_id=4399&element_index=0, 2018-01-08.  

[23] 儿童综合评估中心. 澳门特区发展障碍儿童关爱网络[EB/OL].  
https://cacp.gov.mo/index.jsp?con=care, 2018-06-12. 

[24] 钮文英. 身心障碍者的正向行为支持[M]. 台北: 心理教育出版社, 2017: 519. 

[25] 邓猛. 融合教育实践指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25.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0-729X，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ae@hanspub.org 

 

DOI: 10.12677/ae.2018.85087 554 教育进展 
 

https://doi.org/10.12677/ae.2018.85087
https://www.gov.mo/zh-hant/news/214572/
http://www.specialolympicsmacau.org/?p=617
https://www.mda.org.mo/speechandhearing/news/news-251
http://www.sengpou.com/news_detail.php?news_id=4399&element_index=0
https://cacp.gov.mo/index.jsp?con=care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ae@hanspub.or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upport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in Macau
	Abstract
	Keywords
	澳门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之实证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动机
	1.2. 研究目的
	1.3. 研究问题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2.1.1. 基本资料
	2.1.2. 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

	2.2. 研究对象
	2.3. 研究假设
	2.4. 资料分析方法

	3. 研究结果
	3.1. 现况分析
	3.2. 不同背景变项下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之差异分析
	3.2.1. 「家长教育程度」在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之差异分析
	3.2.2. 「与配偶关系」在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之差异分析


	4. 综合讨论
	4.1. 结果讨论
	4.2. 研究限制
	4.3. 建议与结论
	4.3.1. 家长
	4.3.2. 学校
	4.3.3. 政府
	4.3.4.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