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特殊教育
第一節 基 本 現 況
壹、學校數、班級數與學生數
六學年度我國特教學校計有 17 所，其中包括啟明學校 3 所、啟聰學校 4 所、啟智學校 9
所、仁愛學校 1 所。班級數計有 536 班，其中包括啟明學校 61 班，啟聰學校 151 班，啟智學
校 288 班，仁愛學校 36 班。而學生人數計有 5,357 人，其中包括啟明學校 493 人，啟聰學校
1,150 人，啟智學校 3,314 人，仁愛學校 400 人。(如表 9-1)
表 9-1

八十六學年度特教學校數、班級數與學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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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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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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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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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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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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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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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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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

八十六學年度一般中、小學所設特教班因校數會被重覆統計，不宜列總校數，包括身心
障礙類 1,033 所、資賦優異類 143 所、才能優異類 307 所、資源班 603 所。班級數計有 3,945
班，其中包括身心障礙類 1，861 班、資賦優異類 399 班、才能優異類 949 班、資源班 736 班。
學生人數共計有 76,409 人，其中包括障礙類 17,303 人、資賦優異類 11,092 人、才能優異類
24,991 人、資源班 23,023 人。(如表 9-2)
表 9-2
總

計

八十六學年度一般學校所設特教班學校數、班級數與學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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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師資
一、教師人數及素質

1

336

4

師資素質的良窳乃是推展教育成敗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由於我國特殊教育的蓬勃發
展，特殊幼兒早期療育的興起，特殊學校、普通學校特教班與資源班的逐增加，以及身心障
礙教育師資的流動頻繁，因此，特殊教育師資的需求與日俱增，甚至有供不應求的現象。八
十六學年度任教於特教學校的教師人數為 1,470 人，包括啟明學校特教教師 171 人，啟聰學
校特教教師 392 人，啟智學校特教教師 820 人，仁愛學校特教教師 87 人。其分布狀況如表 9-3
所示，而任教於一般學校特教班及資源班之特教教師人數分布情形如表 9-4 所示：
表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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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教師

八十六學年度專任特教教師(含代理教師)人數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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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特殊教育師資的養成採取(一)師資培育，(二)師資訓練和(三)在職進修三種主要方
式進行，目前特殊教育師資的培育與進修有下列八種管道：
1.師範校院 (3 所師大、7 所師院)特殊教育學系。
2.師範校院 (3 所師大)特殊教育研究所。
3.師範校院特殊教育研究所特殊教育四十學分班。
4.師範校院特殊教育學系或中心的特殊教育二十學分班。
5.師範校院、省縣市教師研習中心、部廳局等單位舉辦的短期在職教師特教專業知能進
修研習會或研討會。
6.大學校院開設特殊教育學程：鼓勵開設特殊教育學程(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學程為四十學
分，其中一般教育專業科目十學分，特殊教育共同專業科目十六∼三十學分，特殊教
育各類組專業科目十∼十四學分)。
7.學士後特殊教育學分班：師範校院或開設特殊教育學程的大學，對大學畢業後有志於
從事身心障礙教育的社會人士，開辦學士後特殊教育學分班，在完成必需學分，經初

檢，實習一年，覆檢及格後授予身心障礙教育師資資格。
8.大學開設特殊教育輔系課程：師範校院或設有特殊教育學程的大學，對一般學生開設
特殊教育輔系課程，激勵雙主修學生將來從事身心障礙教育工作。
(一)師資培育
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育主要以各師範大學及師範校院特殊教育學系所為主，開設專業課
程，接受四年的修習，經初檢、實習一年，複檢才能取得特教教師資格。師範大學負責培育
國中與高中特教教師，師範學院負責培育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師資。教育部目前正規畫師範校
院中、小學特教師資合流培育。
目前，已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設有特殊教育系、
所，負責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師資的培育。此外，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
立新竹師範學院、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國立嘉義師範學院與國立台南師範學院、國立花蓮師
範學院等七校設有特殊教育學系，負責小學特殊教育師資的培育(如表 9-5)。
表 9-5

我國特教師資培育機構

學 校

系 所

培 育 類 別

國立台北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系、所

國中、高中各類特教教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系、所

國中、高中各類特教教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系、所

國中、高中各類特教教師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國小各類特教教師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國小各類特教教師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國小各類特教教師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國小各類特教教師

國立嘉義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國小各類特教教師

國立台南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國小各類特教教師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國小各類特教教師

(二)師資訓練
師範校院設有短期特殊教育師資訓練班，招收現任合格中小學教師，培訓特殊教育所需
師資。例如，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特教系於民國八十六學年度共辦理了下列特教師資訓練班：
智能障礙組、情緒障礙組、自閉症組、視覺障礙組、學習障礙組、多重障礙組及特殊幼兒組
等組別。國立台北師院智障師訓班以及台南師院視障師訓班負責啟智班教師及視障巡迴教師
師資訓練已達三十年之久。

(三)在職進修
各師範校院特殊教育中心及省(市)縣市教師研習中心不定期的辦理在職教師特殊教育專
業知能進修研習活動。
二、教師研習
民國八十六學年度教育部經費補助各師範大學與師範學院特教中心積極辦理教師特教研
習。

參、經費
八十六學年度的特殊教育經費共計十二億一仟三佰萬十五元，占總教育經費約 1％。其詳
細經費支出如表 9-6 所示：
表 9-6

八十六學年度特殊教育經費支出一覽表
名

稱

經

費

1.教育部辦理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重點工作，補助直
轄市、各縣市、金門縣、連江縣等八項經費：
(一)加強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功能經費。
(二)補助學前特教班及公立幼稚園新增班經費。
(三)補助八十二學年度以前設置身心障礙班充實教學設
備經費。
2.教育部補助八十七年度身心障礙者家長修讀特教知能
研習活動，共舉辦一百零八場。
(一)委託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協調統整家長團體辦
理，撥款參佰玖拾伍萬元整。
(二)委託中華啟智工作人員協會協調統整機關學校辦

七百九十萬元

理，撥款參佰玖拾伍萬元整。
3.教育部補助八十六年十月份民間團體推展特殊教育暨
生命的光輝宣導活動。
(一)補助民間團體二十四單位推展各項教育活動計三十
五案，共補助參佰零壹萬玖仟玖佰元整。
(二)「生命的光輝」宣導案補助四單位四案，合計貳拾

三百二十七萬三千四百元

3.教育部補助八十六年十月份民間團體推展特殊教育暨
生命的光輝宣導活動。
(一)補助民間團體二十四單位推展各項教育活動計三十
五案，共補助參佰零壹萬玖仟玖佰元整。
(二)「生命的光輝」宣導案補助四單位四案，合計貳拾

三百二十七萬三千四百元

伍萬參仟伍佰元整。
4.教育部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召開「八十六學年
度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獎助金審查會」，審查結
果：一千一百零二名學生，每名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
5.教育部獎助優秀身心障礙樂團、合唱團經費補助案，
奉核定補助十三個團體。

一千六百五十三萬元
三百九十萬二千元

6.辦理「中、重度智障及其他障礙學生接受第十年技藝
教育方案」獎勵工作。計有招生補助、辦學績優學校獎
助、廠商協辦有功獎助等三項，四十一校接受獎助。
7.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八十六學年度私立幼稚園招收身
心障礙幼兒經費。

七百三十四萬六千元
四百八十六萬五千元

8.補助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招收學前身心障礙幼兒進入私
立幼稚園，獎助幼稚園肆拾伍萬伍仟元；補助就讀公私

一百九十五萬三千五百元

立幼稚園幼兒家長壹佰肆拾玖萬捌仟伍佰元。
9.教育部補助八十六學年度各直轄市及縣市鑑輔會及鑑
定指導小組。為使各直轄市及縣(市)鑑輔會能健全運
作，並落實鑑輔工作，教育部特委請國立台灣師大、彰
化師大、高雄師大設立為期三年的「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一千七百餘萬元

安置及輔導工作指導小組」，輔導並加強各縣市鑑輔工
作。
10.教育部八十六學年度補助十二所師範校院及中原大
學特教中心，補助項目包括：訪視輔導、諮詢專線、鑑
定測驗工具研習、個別化教學實務研習、出版特教中心
圖書目錄、行政人員特教知能研習，與專任助理等一二

二千三百餘萬元

六工作項目。
11.教育部為利用電腦網路科技，使方便取得特教資源，
特自民國八十年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建立全國特殊教
育資訊網，並於民國民國八十五年完成架設於全球資訊
網（WWW)。目前仍補助經費請台灣師大辦理該網站的繼
續運作、網路維修及推廣研習等工作。

一百七十萬元

12.教育部為配合發展與改進國中技藝教育方案，邁向延
長國教目標，特頒訂「中、重度智障及其他障礙學生接
受第十年技藝教育實施要點」，並成立專案推動指導小
組，敦請施前次長金池擔任小組召集人，規劃中、重度
智障、視障、聽障、肢障、嚴重情緒障礙學生接受第十
年技藝教育，自八十三學年度起試辦二十班，至八十六

教育部與省市教育廳局分攤

學年度繼續擴大辦理四十二校四十六班。
13.辦理高職特教實驗班。自八十三學年度起試辦高職特
教實驗班，招收輕度智障國中畢業生，目前計有三十一

教育部與省市教育廳局分攤

校，共開辦七十七班。
14.教育部補助淡江大學研發盲用電腦觸摸顯示器「金點
一號」
，已研發完成，提供國內啟明學校及視障相關單位
使用；教育部並授權淡江大學，以非營利方式統籌盲胞

一千一百餘萬元

訂購事宜。八十六學年度補助繼續研發「金點二號」。
15.充實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學設備及改進教學措施，
以提昇特殊教育品質，教育部已研訂補助作業注意事

二千餘萬元

項，並規劃辦理訪視評鑑工作，加強督導特殊教育學校。
16.教育部補助於八十二學年度以前設立的身心障礙特
教班，更新其教學設備器材。教育部八十六學年度第一
次補助六千四百餘萬元，第二次補助五千餘萬元的教學

一億一千四百餘萬元

器材費用。
17.規劃並補助建立無障礙校園環境。教育部八十六學年
度委請中國工商專科學校建築科辦理「校園整體無障礙
環境建設之研究」，以為日後各縣市改善無障礙校園環
境。此外，教育部規劃於八十六學年度補助凡有肢障或

九千三百餘萬元

腦性痲痺學生就讀的國民中小學，改善無障礙廁所及樓
梯扶手。
18.補助民間團體推展特殊教育暨生命的光輝宣導。教育
部為結合民間資源推展特殊教育，訂頒「教育部加強民
間團體推展特殊教育實施要點」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特殊
教育相關活動。八十六學年度分二次作業，共計七十八
個民間團體一○五個申請案，辦理民間團體推展特殊教育
暨生命的光輝宣導活動。教育部並另補助家長修讀特教
知能研習活動一百零八天次，分由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
總會統整民間團體辦理，中華啟智工作人員協會統籌機
關學校辦理。

一千九百九十萬元

19.購置或汰換身心障礙學童交通車。依據特殊教育法規
定，應提供國民教育階段無法上下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
工具，教育部於八十六學年度補助各縣市購置大型車三

八千七百八十九萬元

輛、中型車十三輛與小型車六○輛。
20.核發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在家教育學生教育代
金。為簡化作業，八十六學年度教育代金的核發改為一
次核發二學期，並訂定各縣市可提出補申請的作業，以
配合在家教育學生之變動性。八十六學年度核定補助國

一億一千九百餘萬元

民教育階段在家自行教育學生二六九○名教育代金。
21.核發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獎助金。凡就讀國民中
小學身心障礙學生，三年內未曾領取本獎助金，且該學
年內未領取任何獎學金、教育代金及享有公費者，皆可
申請，獎助金額為每名一萬五千元，名額以一千名為原

一千六百五十三萬元

則。八十六學年度獎助金核定一一○二人。
22.辦理獎助優秀身心障礙人士出國進修案修。正「教育
部獎助優秀殘障人士出國進修實施要點」，放寬原有規
定，並提高獎助金額，八十六學年度共獎助有二十六人。
23.辦理身心障礙學生育樂營及特殊教育教師自強活
動。教育部八十六學年度補助直轄市及縣〈市〉辦理身

一千二百餘萬元

心障礙學生育樂營。
24.補助學前特教班開班費。教育部針對八十六學年度新
設學前特教班及自然增班的國小附幼及幼稚園，補助其
開辦費用，每班三十萬元。私立幼稚園每召收一名身心

四百九十餘萬元

障礙幼童，即獎助該幼稚園一萬元，以資鼓勵。

肆、法令
修正特殊教育法自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奉 總統明令公布施行以來，教育部即依據特
殊教育法規定積極修(制)訂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等 15 個相關子法。於民國八十六學年度發布
的重要特殊教育法令如下：
(一)教育部於八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台(86)特教學第 86150362 號書函發布「教育部資助優
秀殘障人士出國進修實施要點」。
1.緣起：
教育部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十九條及身心障礙者者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而研討。
2.基本精神：

獎勵優秀身心障礙人士赴國外進修或深造，以充分發展其潛能、培育其專才、增進服務
社會的能力。
3.重要內涵：
本實施要點的重要內涵包括(1)獎助類別(一般學術類和特殊才藝類)、(2)獎助名額、(3)
獎助期限、(4)申請與審核(申請日期、申請方式、申請應繳文件、審核方式)、(5)獎助
項目及金額(生活費、書籍費、學雜費、健康保險費、交通費)、(6)附則。
(二)教育部於八十七年四月十四日以台(87)特教第 87036997 號函轉發「殘障福利法施行細
則」修正發布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施行細則」。
1.緣起：
教育部依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七十四條規定訂定本施行細則。
2.基本精神：
政府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的權責，編定年度預算，規劃辦理身心障礙福利工作。
3.重要內涵：
本法共計二十條細則，其主要內涵包括身心障礙者申訴或仲裁方式、身心障礙鑑定費、
身心障礙鑑定的醫療機構、鑑定作業小組、複檢、身心障礙手冊發給與建立檔案、身心
障礙者戶籍異動或死亡登記、主動協助、進用身心障礙者、建立進用身心障礙者的義務
機關(構)名冊、生涯轉銜計畫(轉銜計畫內容包括：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各階段專業服
務資料、家庭輔導計畫、身心狀況評估、未來安置協助建議方案、轉銜準備服務事項)
等。
(三)教育部於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以台(87)參字第 87057266 號令發布修正「特殊教育法施
行細則」。
1.緣起：
本細則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而訂定。
2.基本精神：
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的國民，均有接受適性教育的權利，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培養
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力。
3.重要內涵：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共計 22 條，其重要內涵計有：
(1)界定特殊幼稚園、特殊幼稚班、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班與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等名
詞。
(2)政府、民間辦理特殊教育學校(班)的設立、變更及停辦的程序。
(3)學前特殊教育的設施、教育補助費。
(4)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
(5)特殊教育行政支援系統、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6)教師參與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接受諮詢服務。

(7)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
(8)實施特殊教育學生狀況調查，建立特殊教育學生通報系統。
(9)特殊教育學生家庭支援服務。
(10)個別化教育計畫。
(11)轉銜服務。
(12)鑑定評量程序。
(13)特殊教育評鑑等。
(四)教育部於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以台(86)特教字第 86127189 號發布「教育部加強民間團
體推展特殊教育實施要點」。
1.緣起：
教育部為配合特殊教育施政重點及滿足身心障礙者或其父母的實際需求而訂定本實施要
點。
2.基本精神：
為結合民間團體力量，配合政府特殊教育施政重點，共同推展特殊教育，以加速實施有
教無類，因材施教的理想，特定本要點。
3.重要內涵：
(1)學前特殊教育的推展、(2)成人特殊教育的推展、(3)特殊教育學生家長親職教育的推
展、(4)特殊教育學生身心的復健、(5)特殊教育學生的職業再教育、(6)特殊教育學生的
輔導、(7)特殊教育工作者的在職進修、(8)特殊教育的研究實驗與發展、(9)推展無障礙
環境的教育、(10)特殊教育活動的宣導。
有關特殊教育的相關子法亦將陸續完成制法作業。

伍、重要活動
86 學年度有關特殊教育的重要活動如下：
一、教育部召開八十六學年度國民教育重點工作會議，規劃推動特殊教育重要施政措施。除
對身心障礙學童交通車補助汰舊換新及新購外，並訂定招收接受三足歲以上未滿六足歲
的身心障礙幼兒接受學前特殊教育的私立幼稚園補助標準及原則。
二、教育部召開「研商修訂啟聰、啟明、啟仁學校（班）課程綱要」會議，決定修訂三類課
程的進度及內容原則。
三、教育部召開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特殊教育相關議題。
四、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八、十九日，假台灣省立台南啟智學校辦理八十六學年
度全國身心障礙教育行政會議。
五、教育部於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召開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討論特教六年計

畫，高職特教實驗班教師納編等問題。
六、教育部於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召開研商高職特教班課程綱要修訂相關事宜會議，請台
彎師大工教系負責辦理課程綱要修訂工作。
七、教育部公告自即日起停止適用「教育部獎助優秀身心障礙人士出國進修實施要點暨備忘
錄」，將本甄選活動併入八十七年度教育部公費留考辦理。
八、教育部召開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會中決議：(一)委託專案小組研究特教學
生性向、職業教育等問題。(二)請與職訓局協商解決特教學生就業與轉銜問題。(三)請
於訂定特教相關法令時，考量納入申訴相關事宜。(四)請持續輔導各縣市辦理鑑輔相關
事宜。(五)特教課程應加強體能運動課程。
九、教育部召開手語研究小組籌備會議，會中決議擬就全案委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進
行第一期為期三年的教材研修、擴編計畫，並召集各界專業手語教師，社會人士，組成
編輯委員會，積極進行國內手語統一及詞彙擴編。

第二節 重要施政措施
壹、重要計畫
教育部自八十三會計年度至八十七會計年度為期五年執行發展與改進特殊教育五年計
畫，共分下列十二大類：
1.健全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2.改進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3.規劃特殊教育增班設校。
4.加強特殊教育師資培育及進修。
5.研訂發展特殊教育課程與教材。
6.改進特殊教育教法及設備。
7.建立無障礙校園環境。
8.強化特殊教育輔導網功能。
9.推展特殊教育學生家長親職教育。
10.加強特殊教育研究評鑑及學術交流。
11.推展特殊體能及殘障運動。
12.提高特殊教育學生及教師福利。
民國八十六學年度有關特殊教育的重要計畫計有下列九大項
一、健全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1.規劃成立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2.委託修訂特殊教育法各相關子法。
3.辦理特教行政研討會。
4.編印特教法規。
5.定期召開特教諮詢委員會。
6.評估特教五年計畫執行成果。
7.依法設立特殊教育專責單位。
二、加強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與輔導
1.委請專家學者進行鑑定評量工具的修訂。
2.依據「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要點」補助學校經費，辦理生活與學業等輔導工
作。
3.委託辦理視聽障礙及腦性麻痹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4.國中小普設資源教室，提供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特教服務。
5.補助各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辦理特殊教育輔導活動。
6.依各師範校院特教中心輔導區別劃分，補助各特殊教育中心辦理實驗研究、訪視輔
導、諮詢專線、研討會、講座、圖書出版、親職教育與行政人員特教講習等事項。
7.補助各縣市辦理在家教育巡迴輔導。
8.辦理都會區床邊教學。
9.補助各縣市鑑輔會辦理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工作。
10.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通報系統。
11.辦理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路工作。
12.試辦特殊教育中心學校案。
13.建立資優學生就學輔導及甄試保送制度。
14.擴大辦理中重度智障學生第十年技藝教育班。
15.辦理國民中學輕度智障及學習障礙學生特殊技藝教育班。
16.補助辦理特殊教育學校增設高職部。
17.辦理高職特教實驗班。
三、辦理特殊教育師資培育及進修
1.鼓勵增設特殊教育學系及研究所。
2.協調各師範校院繼續開設學士後特殊教育專業學分班。
3.辦理特殊教育教師專業學分班。
4.協調各師範校院繼續開設特殊教育教師在職進修班。
5.鼓勵師範校院各學系學生選修特殊教育課程。
6.委託各師範校院特殊教育中心出版特教叢書。
7.辦理國中小特教班教師研習進修。

8.補助縣市辦理特教教師專業知能研習(自閉症、嚴重情緒障礙、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師
資)。
9.補助縣市辦理普通班教師特教知能研習。
10.補助各特殊教育中心辦理各項教師在職進修特教研習活動。
四、強化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
1.委託修訂各類特殊教育課程綱要。
2.委託國立清華大學、彰化師範大學製作有聲圖書。
3.委託製作大專、高中職、國民中小學點字圖書。
4.補助公私立特殊教育學校(班)充實教學設備及器材。
5.補助公私立特殊教育學校充實電腦設備，以推展電腦輔助教學。
6.委託私立淡江大學研發盲用電腦觸摸顯示器及相關應用系統。
7.補助各特殊教育中心辦理特殊教育教材教法研習及進行各項專題研究。
8.補助身心障礙特教班新增班級開辦費及設備費。
9.推動加強各縣市特教資源中心功能案。
五、規劃並建立無障礙校園環境
1.補助相關校院改善或加強校園無障礙設施。
2.委託辦理也有明天廣播。
3.辦理特教宣導。
4.委請師範校院辦理生命光輝的校園宣導活動。
5.委請民間團體辦理生命光輝的校園宣導活動。
6.辦理無障礙校園環境的研習與宣導。
7.補助各縣市購置(汰換)身心障礙學童交通車。
六、加強特殊體育及推廣殘障運動
1.研修特殊體育法規。
2.改特殊體育課程、教材、教法。
3.加強特殊體育師資培訓。
4.建立特殊體育教學輔導網。
5.加強特殊體育教學研究發展。
6.輔導中華殘障體協推廣業務。
七、改善特殊教育學生及教師福利
1.辦理獎助優秀身心殘障人士出國進修。
2.補助民間團體協助推展特殊教育。

3.補助殘障樂團。
4.減免身心障礙學生學雜費。
5.補助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
6.補助國民教育階段在家教育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代金。
7.依據「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就學獎助要點」發放獎助金。
8.補助縣市辦理各類特殊教育師生育樂營活動。
9.補助辦理各項特殊教育學生家長親職教育活動。
10.補助辦理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自強活動。
11.辦理特殊才能展演活動。
八、辦理特殊教育評鑑及學術交流
1.委請各師範校院繼續輪流辦理特殊教育教學研討會、論文發表會等。
2.補助辦理特教學術研討會。
3.依據「教育部獎助特殊教育研究著作實施要點」，辦理獎助。
4.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出版「特教新知通訊」期刊。
九、辦理國民中小學及學前特殊教育
1.補助音樂、舞蹈、美術班開辦費。
2.補助辦理展演活動。
3.修訂甄別學生鑑定工具。
4.研究改進音樂、舞蹈、美術班教材資料。
5.鼓勵各縣市辦理五歲身心障礙兒童及早接受學前特殊教育案。
6.配合衛生及社政單位推動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工作。

貳、實施成效
八十六學年度我國在特殊教育實施成效方面主要有下列九大項
一、健全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一)修定特殊教育法相關子法

特殊教育法修正案經奉 總統於八十六年五月十四日華總(一)義字第八六○○一一二八
二號令頒實施後，教育部於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召開特殊教育法相關子法研修工作會議，
並決議委請台灣師範大學等八校，分別組成專案小組研修各草案條文，共計下列十四法案：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遴用辦法」、「特殊教育設
施及設置標準」、「私立特殊教育學校設立標準」、「民間辦理特殊教育獎助辦法」、「身

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提供普通學校輔導特殊教育學生評量、教學及行政支援辦法」、
「身心障礙教育專業團隊設置與實施辦法」、「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就學必要之教育輔助器材
及相關支持服務辦法」、「失學身心障礙國民學歷鑑定及實施成人教育辦法」、「資賦優異
學生降低入學年齡、縮短修業年限及保送甄試升學辦法」、「特殊教育課程、教材及教法實
施辦法」、「特殊教育學生獎助辦法」及「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設施辦法」。此外，教育
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另負責研訂「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及「特
殊藝術才能學生入學年齡、放寬入學資格、縮短修業年限及甄試升學辦法」等二個藝術教育
法的子法。

目前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教育部業於八十七年五月廿九日以台(87)參字第八七○五七二
七六號令發佈實施。其餘法案的草案亦陸續完成研擬，於八十七年六月前完成教育部法規審
查程序。
(二)設置特殊教育專責單位
為統籌辦理辦理特教業務，教育部業於八十六年四月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特殊教育工作
小組，惟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十條規定，為執行特殊教育工作，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設專
責單位，因此，於教育部設置特殊教育司案已簽奉核准列入教育部組織法修正案內。教育部
為推動省（市）廳（局）設置特殊教育科、縣市政府教育局設特殊教育課，已在特殊教育法
實行細則中明定各級政府應修改組織法規，增列特殊教育科或特殊教育課，目前已有台北市、
台中縣已設置特殊教育科（課）。
(三)定期召開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
教育部自民國七十七年即成立「特殊教育委員會」，聘請身心障礙者代表、內政部、衛
生署、勞委會職訓局等相關單位代表及特教專家學者，定期召開會議，共同研商特教相關問
題，業已召開三十五次委員會議。另依據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
及處理各項權益申訴事宜，教育部特訂定「教育部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並依據
該要點成立「教育部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取代先前設置的特教委員會。至八十七年八月卅
一日止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已召開三次會議。
(四)評估發展與改進特教五年計劃並規劃下一階段五年計劃
教育部「發展與改進特殊教育五年計畫」，自八十三會計年度實施至今即將屆滿，特委
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研究所評估該計畫的執行成效。另為持續推展特殊教育，行政院核
准「發展與改進特殊教育五年計畫」，此係未來五年特殊教育發展的依據。
二、加強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業輔導

(一)修定鑑定評量工具
教育部邀集國內相關學者進行研發各種評量工具，以作為特殊教育學生篩選、教育診斷
與學習標準參照等用途。
1.目前已研發完成的測驗工具計有簡式適應技能量表、國小數學標準參照測驗、國小團
體非語文智力測驗、認知神經心理測驗、新編國民中小學團體語文智力測驗、學前兒童發展
測驗、國民小學數學成就測驗、非語言注意力與記憶力測驗等八種。
2.委請台灣師範大學研發國民中學數學及自然科學能力測驗，及視障學生圖形認知發展
測驗，預定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完成。
3.配合早期療育工作，發展針對國小學童語言能力的評量工具，委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特教系進行「語言診斷測驗之編製」專案研究。
(二)加強直轄市及各縣（市）鑑輔會辦理鑑定、安置及就學輔導工作
為使直轄市及各縣（市）鑑輔會能健全運作，並落實鑑輔工作，教育部特委請國立台灣
師大、彰化師大、高雄師大設立為期三年的「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及輔導工作指導小組」，
輔導並加強各縣市鑑輔工作。
(三)建立身心障礙學生通報系統
教育部為掌握身心障礙學生人數與安置情形，使各縣（市）鑑輔會能提早辦理規劃特殊
教育增班設校工作，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適當就學機會，特委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及
輔導工作指導小組」規劃建立身心障礙學生通報系統，八十六年度先擇四縣市試辦，八十七
年度全面試辦，業於八十七年四月以實際運作方式進行通報流程，測試效果良好，目前已經
正式實施。
(四)辦理視、聽障及腦性痲痺學生升學大專院校甄試
教育部為鼓勵視聽障學生繼續升學，特舉辦視聽障學生升學大專院校甄試，八十六學年
度增辦腦性痲痺學生升學大專院校甄試，八十六學年度總計錄取一六八人。
(五)補助辦理就讀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的輔導
教育部為協助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充分發展其身心潛能，訂頒「大專
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每學年度補助招收身心障礙學生的學校各項輔導工作經
費，俾結合相關單位及人員，提供學生生活、學業、社會、職業等各項輔導。八十六學年度
計有視障生一六○人、聽障生二四八人、肢障生三七六人，其他及多重障礙生八十七人，合

計八七一人接受輔導。
(六)強化大學校院特殊教育中心功能
教育部為充實各大學校院特殊教育中心人員及經費預算，已訂定作業注意事項作為補助
依據，八十六學年度補助十二所師範校院及中原大學特教中心，補助項目包括訪視輔導、諮
詢專線、鑑定測驗工具研習、個別化教學實務研習、出版特教中心圖書目錄、行政人員特教
知能研習，與專任助理等一二六工作項目。並於八十七年一月十五召開八十六學年度大專校
院特殊教育中心工作會議，檢討加強各校特殊教育中心服務功能。
(七)辦理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教育部為利用電腦網路科技，使方便取得特教資源，特自民國八十年委託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建立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並於民國八十五年完成架設於全球資訊網（WWW）。
(八)補助直轄市及縣（市）辦理特殊教育工作
教育部八十六學年度補助直轄市及各縣(市)特教重點工作，補助項目計有：加強特殊教
育資源中心功能、學前特教班及公立幼稚園新增班經費、八十二學年度以前設置身心障礙班
增添教學設備、各縣市汰舊換新及新購交通車、特教專業知能研習、各縣市辦理育樂營活動、
各縣市特殊教育業務經費及辦理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經費等八項。
三、規劃並補助特殊教育增班設校
(一)規劃增設特殊教育學校

八十六學年度計有公私立特殊教育學校十七校—
台北市立啟智學校、啟聰學校、啟明學
校、高雄市立啟智學校、成功啟智學校、高雄私立啟英小學、台灣省立林口啟智學校、桃園
啟智學校、彰化啟智學校、嘉義啟智學校、台南啟智學校、花蓮啟智學校、台中啟明學校、
台中啟聰學校、台南啟聰學校、彰化仁愛實驗學校、私立台中惠明學校，其中啟智學校九校、
啟聰學校四所、啟明學校三所、仁愛學校一所(公立：十五校、私立：二校）。
目前已成立籌備處積極辦理特殊教育學校設校工作的計有：台北市立第二所啟智學校、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教育學校、宜蘭特殊教育學校、基隆特殊教育學校、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台中市特殊教育學校、雲林特殊教育學校等七所。其餘未設特殊教育學校的縣、市，台灣省
教育廳已要求各該縣、市規劃無償提供校地，以利及早設置特殊教育學校。
(二)辦理中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接受第十年技藝教育
教育部為配合發展與改進國中技藝教育方案，邁向延長國教目標，特頒訂「中、重度智

障及其他障礙學生接受第十年技藝教育實施要點」，並成立專案推動指導小組，敦請施前次
長金池擔任小組召集人，規劃中、重度智障、視障、聽障、肢障、嚴重情緒障礙學生接受第
十年技藝教育，自八十三學年度起試辦二十班，至八十六學年度繼續擴大辦理四十二校四十
六班。
(三)規劃特殊教育學校增設高職部
目前計有十四所特教學校增置高職部。未來規劃每所特教學校均設置高職部，其發展方
向，以辦理高職，並招收中重度身心障礙學生為主。
(四)辦理高職特教實驗班
自八十三學年度起試辦高職特教實驗班，招收輕度智障國中畢業生，目前計有三十一校，
共開辦七十七班。
四、提昇特殊教育教學品質\
(一)補助辦理國中小教師特教知能研習
教育部補助各縣市辦理特殊教育教師專業知能研習，同時辦理普通班教師特教基本知能
研習，以增進一般教師對特殊教育學生的認識，從而增進其輔導技巧。
(二)核發特殊教育教師證書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第三十三條及三十六條的
規定核發特殊教育教師證書，截至八十七年三月已核發學前階段四十二張、國小階段一百五
十七張、中學階段五十八張。
(三)協調大學特教系開設特教學分班

經調查八十六學年度未修畢規定應修特教學分的特殊教育教師人數計有二八○四人，爰
於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召集會議，協調大學特教系開設特殊教育學分班班數及相關規定事
宜，並請教育廳(局)規劃選送前述特教教師進修特教學分事宜。
五、強化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設備
(一)修訂特教課程綱要
教育部委託省立台南啟智學校修訂完成「國民教育階段啟智學校(班)課程綱要」，並於
八十六學年度擇定十八所學校展開試行；另分別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及彰化師範大學進行

啟明、啟聰、啟仁課程綱要修定工作。
(二)製作有聲及點字教材
教育部為解決視障教材製作事宜，繼續委託清華大學、彰化師大製作有聲書籍，並委託
台灣盲人重建院、私立淡江大學負責製作點字教材。
(三)補助研發盲用教材
教育部補助淡江大學研發盲用電腦觸摸顯示器「金點一號」，已研發完成，提供國內啟
明學校及視障教育相關單位使用；教育部並授權淡江大學，以非營利方式統籌盲胞訂購事宜。
八十六學年度補助繼續研發「金點二號」。
(四)充實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學設備及改進教學措施
教育部為充實公、私立特殊教育學校教學設備及改進教學措施，以提昇特殊教育品質。
教育部已研訂補助作業注意事項並規劃辦理訪視評鑑工作，加強督導特殊教育學校。
(五)補助縣市特教資源中心、特教中心學校及特教班設備
為整合及有效運用特殊教育資源，落實特殊教育學校社區化，教育部自八十七年度起依
直轄市及各縣市人口數，補助各縣市特教資源中心及特教中心學校設備費。
六、規劃並建立無障礙教育環境
(一)規劃並補助建立無障礙校園環境
教育部八十六學年度委請中國工商專科學校建築科辦理「校園整體無障礙環境建設之研
究」，以為日後各縣市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此外，教育部規劃於八十六學年度補助凡有肢
障或腦性痲痺學生就讀的國民中小學，改善無障礙廁所及樓梯扶手。
(二)辦理特教資訊服務節目
教育部委託教育電台辦理「也有明天」特教廣播電台，報導特教新知，服務身心障礙學
生及其家長。
(三)補助民間團體推廣推展特殊教育暨生命的光輝宣導
教育部為結合民間資源推展特殊教育，訂頒「教育部加強民間團體推展特殊教育實施要
點」，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特殊教育相關活動。
(四)購置或汰換身心障礙學童交通車

依據特殊教育法規定，應提供國民教育階段無法上下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工具。
七、提供特殊教育學生輔助資源及改善特殊教育教師福利
(一)核發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就學獎助金
教育部為鼓勵並協助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以順利完成其學業，凡就讀大專校院
(含夜間部、空中大學、空中商、行專)身心障礙學生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均可依規定向
學校提出申請。
(二)核發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在家教育學生教育代金
為簡化作業，八十六學年度教育代金的核發改為一次核發二學期，並訂定各縣市可提出
補申請的作業，以配合在家教育學生的變動性。
(三)核發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獎助金
凡就讀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三年內未曾領取本獎助金，且該學年內未領取任何獎
學金、教育代金及享有公費者，皆可申請，獎助金額為每名一萬五千元，名額以一千名為原
則。八十六學年度獎助金核定一一○二人。
(四)辦理獎助優秀身心障礙人士出國進修案
修正「教育部獎助優秀殘障人士出國進修實施要點」，放寬原有規定，並提高獎助金額，
八十六學年度共獎助有二十六人。
(五)增發特教組長津貼
依據立法院審查特殊教育法附帶決議事項，教育部八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召開會議決議：
國民中小學特教班教師兼任特教組長，及特殊教育學校校長、兼任行政職務的專任教師，自
八十六年八月一日起，按授課時數比例支給特教津貼。
(六)辦理身心障礙學生育樂營及特殊教育教師自強活動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辦理身心障礙學生育樂營。教育部另於八十七年二月辦理
特殊教育教師自強活動，提供特教教師休閒及教學經驗與心得交流之機會。
八、加強特殊教育研究評鑑及學術交流
(一)辦理特殊教育研究著作獎助

教育部為鼓勵從事特殊教育實務工作者加強特教研究發展工作，以提昇特殊教育水準，
訂頒「教育部獎助特殊教育研究著作實施要點」。八十六學年度計九十八件作品參賽，由台
北市立師範學院承辦評審作業，共計錄取特優一件、優等八件、甲等十件、佳作二十七件，
合計四十六件。
(二)編印「特教新知通訊」
教育部為宣導特教政策及報導特教動態，委託國立台灣師大出版「特教新知通訊」，每
年出刊八期。
(三)補助辦理學術研討會
教育部特教小組與大陸工作小組共同補助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於八十六年十二月五、六日
辦理「海峽兩岸特殊教育研討會」。教育部另與國科會共同補助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於八十七
年三月廿日、廿一日舉行身心障礙教育問題研討會。
九、辦理學前身心障礙教育及國中小資優教育
(一)規劃早期療育方案
因應新修特教法，落實身心障礙教育向下延伸至三歲，教育部研擬「學前身心障礙幼童
入學年齡向下延伸實施方案」，並已提中央、省(市)及縣(市)教育主管人員教育行政協調會
報討論通過。教育部另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辦理學前特殊教育規劃案，辦理零至六歲發展
遲緩幼兒人口調查工作及編製一套可供幼兒教育教師、特殊教育教師及發展遲緩幼兒父母參
考的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此外，教育部配合內政部及衛生署推動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
工作。
(二)補助學前特教班開班費
教育部針對八十六學年度新設學前特教班及自然增班的國小附幼及幼稚園，補助其開辦
費用，每班三十萬元。私立幼稚園每召收一名身心障礙幼童，即獎助該幼稚園一萬元，以資
鼓勵。
(三)辦理國中小資優教育
為加強辦理藝術才能資優教育，教育部於八十六年十月聘請美術、音樂、舞蹈等有關教
授為資優教育指導委員。並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六、七日召開辦理八十六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音
樂、美術、舞蹈班輔導有關事宜會議，研商辦理成果發表會、教學觀摩會、學生夏令營及評
鑑等工作的實施方式。

第三節 問題與對策
特殊教育的實施係依據八十三年度訂定的「發展與改進特殊教育五年計畫」而實施，教
育部為重視特殊教育發展，特於八十四年五月召開「全國身心障礙教育會議」，廣泛探討身
心障礙教育相關問題，獲得許多寶貴結論與意見。教育部並依據會議建議與教育部有關施政
方針完成「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教育報告書」，報告書中指出，身心障礙教育當前的課題為
健全行政措施，提供特教服務。
員素質。

建立彈性學制，實現終身學習。

改進鑑定評量，強化多元安置。

藝，促進潛能發展。

調整特教課程，活潑教學方法。

加強特殊體育，增進身心健康。

善用支援系統，增進教育成效。

平衡教師供需，提昇人
重視技職才

鼓勵家長參與，提高教學效果。

整建輔導網路，分享特教資訊。教育部經多年的努力推展

特殊教育，目前雖已有相當成效，但在推展特殊教育過程中亦遭遇困難與問題。
八十六學年度的重大問題與因應對策說明如下
一、特殊教育行政專責單位的設立有其困難
目前縣市政府皆以借調國小教師辦理特殊教育行政業務方式來辦理特殊教育行政，因此
人力及專業知能的不足是無法落實執行特殊教育法的一大原因。雖然特殊教育法第十條規
定，為執行特殊教育行政工作，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設專責單位，惟單位的設置，除涉
及縣市首長推動特殊教育的理念，尚涉及各機關組織法令的修正及員額、經費的增編，雖教
育部已在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中明定專責單位的名稱，惟爭取縣市首長對推動特殊教育工作
的認同，仍是教育部特教小組有待努力的方向。
二、地方政府財源困難，民間投入有限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八條規定學前教育及國民教育階段的特殊教育由直轄市及縣(市)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辦理為原則，惟地方政府，尤其是偏遠及離島地區財源困難，雖然特殊教育法
第三十條規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應按年編列特殊教育預算的比例，並規定中央政府應視需
要補助地方人事及業務費以辦理身心障礙教育，惟實際情形，以教育部而言，雖然規定特殊
教育經費應占本部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三，然教育部特教小組八十八年度預算經費僅十二億
一千餘萬元，因此，對於地方政府辦理特殊教育補助極為有限。此外，由於辦理特殊教育所
需經費龐大，其效果又未能彰顯，因此縱然政府訂有減免賦稅條例措施以鼓勵民間及時參與，
但誘因不足，民間參與意願仍不高。

三、專業人員欠缺，影響特教服務品質
特殊教育工作的執行，須集合衛生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及就業服務等相關專業人力，
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如教育行政人員、教師、臨床心理師、語言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社
工員、職能治療師等，而目前專業人員的培育機構僅有大學特教、醫學、復建、心理、社工
等系，人力明顯不足。即使可借重大型醫院的專業人員，亦僅大都會區才有可能，而借用的
專業人員有其本職工作，參與情形有限，在在影響特教服務品質，因此，目前教育部特教小
組擬以補助鐘點費方式，協助直轄市及縣(市)鑑輔會聘請各類兼任專業人員。惟對專業人員
的培育及遴選宜建立制度，方可落實專業團隊的實施。
四、適任特教教師的培育及流失問題，短期內無法解決
近年來，特殊教育迅速發展，特殊教育教師需求殷切，尤其學前特殊教育教師；此外，
目前約有百分之三十左右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於普通班，普通班教師中有相當比例未接受過特
殊教育的專業訓練，短期內難以全面培訓。然而，擔任特殊教育教學工作，除要具有特教專
業知能外，最重要的是，應具有愛心和耐心，如何在師資培育過程內加強人格修養方面課程，
建請師資培育機構予以重視。又特殊教育教師流失問題嚴重，一方面當然由於特殊教育教師
的工作極為辛勞，尤其擔任身心障礙學生教學工作的特教教師，需要有犧牲奉獻的精神，另
一方面可能是必須對特教教師的待遇福利研擬一配套措施，以使工作的辛勞與待遇福利取得
相對的平衡，有關如何因應特殊教育教師流失問題一節，教育部特教小組以委請台北市立師
範學院進行專案研究，已於八十七年七月提出研究報告。
五、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班受限於教師員額，無法快速增班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十六條規定，特殊教育學校（班）的設立，應力求普及，以小班、小
校為原則，並朝向社區化方向發展。因此，應加強特殊教育班的增班，特殊教育教師需求數
應相對成長。惟囿於行政人事行政局對總員額成長不得超過百分之一．五的規定特殊教育教
師人數的成長受到限制，相對限制特殊教育學校（班）的增設。若無突破員額的限制，特殊
教育小班、小校、社區化的目標恐甚難達成。

第四節 未來發展動態
教育部在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教育報告書中提出下列十項特殊教育遠景：(一)在各級教育
行政機關設專責單位或專人辦理特教工作；(二)加強學前特殊教育，提供普及、免費的教育；
(三)建立無障礙環境，增進國人的人文關懷；(四)修訂特殊教育法，貫徹零拒絕的教育理想；
(五)研究開發特殊教育教材教具與科技輔具，嘉惠身心障礙者；(六)加強鑑定工具的研發，
充實鑑定輔導的內涵；(七)加強國民教育後特殊學生的輔導，做好生涯發展準備；(八)採大
分類方式培育特教師資，提昇師資素質；(九)推廣身心障礙成人教育，實現終身教育理念；
和(十)推展特殊體育、激發學生潛能。特殊教育法修正公布施行後，相關子法亦將陸續完成

法制作業，特殊教育的發展工作將依據第二期「發展與改進特殊教育五年計劃」來執行，除
延續性工作外，茲將我國特殊教育自八十七學年度開始未來發展的工作重點與動態分述如下：
一、落實特殊教育向下延伸的政策
特殊教育法第九條規定，對身心障礙國民，除依義務教育的年限規定辦理外，並應向下
延伸至三歲，於本法公佈實行六年內逐步完成。教育部已規劃辦理學前人口調查、課程規劃、
增班補助及獎助等措施，未來仍將持續加強辦理。
二、落實辦理特殊教育學生職業教育轉銜計畫
教育部為發展特殊教育學生的職業潛能，目前已辦理中重度身心障礙學生十年技藝、特
教學校高職部，及輕度智障學生高職特教班等工作。並結合社政與職訓單位力量，建立就業
輔導安置制度，使身心障礙學生運用所學順利就業、獨立生活。
三、加強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功能
直轄市及縣市特殊教育工作要落實執行，除應有專責單位的設置外，其「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擔負極為重要的任務，教育部已在修正「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加強對鑑輔會任務、組織及運作的規定，未來將結合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的功能，加強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工作的輔導，與定期評鑑工作。
四、規劃設置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依據立法院審查特殊教育法附帶決議及特殊教育法第六條第二項的規定，教育部於八十
六年七月指定國立教育資料館成立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該中心之定位，奉示朝財團法人
方向規劃。目前國立教育資料館已研擬「財團法人中華特殊教育研究中心基金會捐助章程(草
案)」報教育部。惟因本案已有教育部人事處及教研會會簽意見表示，因教育部將籌設國立教
育研究院，近期內成立專案小組研議，考量本案併入該案一併討論與規劃。
五、加強特殊教育教師及專業人員的培育
為落實特殊教育向下延伸，需普遍設置學前特殊教育設施，以及為實現特殊教育學校(班)
小班、小校及社區化的設置目標，特殊教育教師及專業人員的需求殷切，教育部除加強培育
特教教師及專業人員，如醫療復建、心理諮商、語言治療、聽能訓練與職能治療等外，亦重
視特教教師素質的提昇，而加強辦理特殊教育教師的在職進修與研習活動等。
六、改進資優教育的實施
配合教育部國民教育常態編班政策，督導省市教育廳局嚴格執行資優教育學生（一般資
優班）採分散式教學。研發資優學生測驗評量工具，以利精確發掘資優學生。

（撰稿：楊坤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