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特殊類型教育（特殊教育、藝術才能班）
課程實施規範（草案）
網路論壇意見回應表

中 華 民 國 一 ○ 六 年 十 二 月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教育（特殊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綱要草案網路論壇意見回應表
壹、修訂背景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主要訴求

姓名

理由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無

1

貳、基本理念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理由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無

1

參、課程目標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1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理由

無

1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肆、核心素養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理由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無

1

伍、適用對象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1

論壇發言者
姓名
康琮富

主要訴求

理由

有關適用對象以正向 三、適用對象以正向名稱撰寫
名稱撰寫並改為「支 P11
持需求」
關於學習功能缺損-是否有更正向的字眼來描
述，如支持程度。
應用手冊的編寫是以認知程度為區分來撰寫以學習來分不合乎邏輯。
若以學習來區分，則因所提供得支持程度會改
變學生學習之成效，因此建議改為更正向的字
句。

2

岳祥文

3

陳淑吟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1. 本課程實施規範適用對象實為本章第一段
所指之「本課程實施規範之適用對象為經各
級主管機關依據〈特殊教育法〉(民103) 鑑
定通過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學、國民
小學及特殊教育學校等各安置場所中之各
類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學生，以及依據〈藝
術教育法〉(民104)成立之藝術才能班」，而
非學習功能無缺損、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

習功能嚴重缺損或學習功能優異等四類學
生。唯恐書寫與呈現方式會造成誤解，已根
課綱用語，應以正向用語為主，建議改以「支
據意見將適用對象修正分為法定對象與對
持需求」
、
「支持程度」…等正向的用語，避免
象課程規劃需求二大標題。
標籤化
時常有家長或教師詢問「輕度認知功能缺損」 2. 至於以學習功能無缺損、學習功能輕微缺
2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理由
與「嚴重認知功能缺損」的涵意與區別，亦有
家長不願意自己的孩子被使用這類名稱來討
論。因此，贊成課綱的適用對象以正向用語來
代表，以外加的支持度來思考

4

林玉芬

第三段：由於本課程實施規範之適用對象須參
照其每一領域/科目之學習表現作為該領域/科
目調整之依據>>>僅以學習表現作調整依據，
應是不足，無法排除非因障礙導致的因素，如
動機、習慣等。建議第三段應該從學生的需求
支持程度方向敘寫，給予不同程度支持的課

何振偉

損、學習功能嚴重缺損或學習功能優異的區
分方式，是代表該生在每一個領域/科目的個
別學習狀況與所需提供的課程支持需求，與
意見中提及之正向支持概念符合，且非指學
生故應無「負面」的意義，而是中性客觀的
呈現學生在該領域的學習功能情形有不同
缺損程度，且因每個人都可能在不同的領域
/科目有不同的學習表現，故應無貼標籤問
題。
3. 至於學習功能輕微缺損領域中所指之「部分

落差」或學習功能嚴重缺損領域中所指之
「嚴重落差」，本就應由學生個別化教育計
畫團隊根據教學現場狀況做每一學習領域/
因為特殊類型教育（特殊教育、藝術才能班）
科目之評估，故不宜在課程實施規範中完全
課程適用對象在第一段已界定清楚，後面不應
限制其課程規劃之彈性。
再分類學生。
4. 依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民 102)第九
教學上應依據適用對象的能力現況與學習需
條規定，「支持策略」為個別化教育計畫中
求而有不同的課程調整，因此若要分類應該是
應具備之項目之一，係指學生所需之各項支
以課程調整程度或多寡來命名，而非以適用對
持而非僅涉及課程，而本課程實施規範主要
象學習表現高低來命名；延伸之相關應用手冊
在說明如何為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及藝術才
異同。
能班學生進行各領域/科目課程之整體學習
贊成以學習支持替代功能缺損，以親師溝通內
規劃，故無法採以支持方式的多寡作為課程
容而論，功能缺損容易引導至疾病狀況思維，
程，在分類命名時使用正向的語詞。

5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3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理由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徒增親師衝突；以教學實務而論，以學習支持
規劃需求之依據。
概念論述可增加課程引導內涵降低採取負面
5. 考量原本敘寫採以大標且粗體文字說明學
批評之狀況；以行政支持思維，採用支持概念
習功能無缺損、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習功
較容易與提供協助連結。
6

鍾正信

此次特教課綱的分類方式由以往認知缺損程
度改為學習功能缺損程度進行分類，然而針對
學習功能缺損卻缺乏明確的操作型定義，例如
實施規範中所提及學習功能輕微缺損的的定
義為"係指在某一領域/科目的學習非僅因學習
動機和成就低落之影響，而係因其身心障礙之
限制，造成與一般同年齡或造成與一般同年齡
或同年級學生有部分落差之學生。"過於模糊
籠統，何謂部分落差?
此外，以缺損角度切入是醫學的面向，但是就
教育的面向，應該是以提供支持與輔導的角度
切入，且課綱內容所呈現也都是在給予適當調
整後達成學習與習得的目的，都是正向支持的
角度，因此為何不能將課程綱要的分類改為依
據支持程度分類，例如：學習功能無缺損"改
為"無支持需求"、"學習功能輕微缺損"改為"
部分/少量支持需求"、"學習功能嚴重缺損"改
為"全面/大量支持需求"，且依據支持需求更符
4

能嚴重缺損及學習功能優異四類學生之排
課方式，容易造成誤解，故修正「適用對象」
區分為「一、法定對象」及「二、對象課程
規劃需求」兩大部份說明，再在後一標題下
區分為學習功能無缺損、學習功能輕微缺
損、學習功能嚴重缺損或學習功能優異的四
項各領域/科目課程規劃的需求說明，並依據
法令規定將各類適用對象具體羅列，應可避
免一直造成之誤解。修正後之全章整體架構
與完整內容請參見實施規範修正版
PP.11-13。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理由
應以學生需求為出發點的學生為主角度，例
如：一位閱讀障礙的學障生，就安置與鑑定的
角度很可能被視為學習功能輕微缺損，但是就
閱讀理解的部分而言他所需要的就可能是學
習功能嚴重缺損的調整程度，那麼若能打破以
學習功能缺損程度的分類，以支持程度來區
分，不囿於學習功能缺損的分類，那麼學生可
依其各向度不同的支持需求程度獲得所需的
課程調整內容，如此才能夠給予學生更適切的
教學與輔導。

柒、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調整原則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1

論壇發言者
姓名
鍾正信

主要訴求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理由

實施規範的課程調整 在實施規範的第 3 與第 10 頁當中皆有提到透

1.

本課程實施規範中提到的課程調整方式並

方式是否與調整應用 過"簡化、減量、替代、分解、重整"等方式進
手冊不同
行課程調整，但並未提到刪除此一方式，但不
論在學習功能輕微缺損或者學習功能嚴重缺
損的調整應用手冊中皆出現"刪除"此一的調
2.
整方式，既然有此一方式，那麼實施規範是否

未提到「刪除」係因「刪除」並無做任何
調整，故不宜將「刪除」納入調整的方式
之一。
雖在《特殊教育學生學習功能輕微缺損領
域課程調整應用手冊》及《特殊教育學生

5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理由
該明確提及，否則教師在實際執行時將無所適
從。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領域課程調整應用手
冊》中針對學習表現或學習內容的調整建
議之一確實包含「刪除」方式，但刪除後
並無列出調整建議，故仍非屬課程調整之
方式，只是說明不需採用這些學習重點。

2

李昆霖

有關學習評量的調整 p.16 末段，
「...根據《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辦
原則
法》(2012) 之規定，...」。其所引用之法規是
否有誤？
一、《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辦法》(2012)係
根據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二條【各級學校及試務
單位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入學或應
試。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應提供考試適當服務
措施，...】而來。主要係針對各級學校及試務
單位公開辦理各教育階段入學相關之各種考
試規定，而非主要強調校內各式調整評量。
二、p.16 該段落法規之援用是否宜改為－依
據特殊教育法第十九條【特殊教育之課程、教
材、教法及評量方式，應保持彈性，適合特殊
教育學生身心特性及需求...】所另訂之法－〈特
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
(2010)更為適宜？

6

已根據意見新增所需依據的法規，修改為「根
據〈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
法〉(民99)及〈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辦法〉(民
101) 之規定，…」(P.17)。

玖、課程架構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1

論壇發言者
姓名
莊默耘

主要訴求

理由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有關高級中等教育階 1.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教育課程實施 1. 依據總綱規定四種高級中等學校類型的彈性
段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規範 p30，普通型高中課程規劃有特殊需求的
學習時間均列為節數而不列入學分計算，故無
的規劃與學分計算問 學分規劃，但在十二年基本教育高級中等學校
法取得學分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題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課程綱 p17 納入彈性 2. 由於四種高級中等學校類型的校訂必修與選
學習時間特殊需求的課程，而 p13 則規劃每週
修課程的學分數相當多，因此均可提供與安排
彈性學習時間每周 0 至 2 節，故特殊需求到底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故各種類型高中並無差
算選修學分還是彈性學習時間呢？
異。以服務群課程綱要為例，其校訂領域/科
2.累積特殊需求學分的意義為何？應該是學科
目的學分數為 62 至 90 學分，因此學校可於校
的學分累積，而不是累積特殊需求學分。
3.若未來特殊需求計算學分，則學分的認定，
中央應該有統一的標準，不應該由學校的特教
推行委員會自由認定。

訂領域/科目中開設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惟須
將特殊需求領域課程開設為校訂必修或校訂
選修科目中並列出學分數，並可核計為學生畢
業條件中 160 個學分中。
3. 學校於校訂一般科目中開設特殊需求領域課
程，即需依照校訂科目的設計核給學分數，且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係根據個別學生的 IEP 提
供，故無法由中央統一訂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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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實施要點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1

論壇發言者
姓名
康琮富

主要訴求

理由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有關學習評量報告的 P62.學習評量實施第六點，學習評量報告應提 學習評量報告的呈現方式相當多元，學生之 IEP
呈現方式

供量化數據與質性描述，建議使用 IEP 呈現即 中若已呈現充分的量化數據與質性描述，則 IEP
可，IEP 的現況描述資料即是其上學期的學習 亦可做為學習評量報告的方式之一。
評量之質性資料，無需再做重覆之文書工作。

2

陳淑吟

IEP 已包含學生學習結果，應減少教師進行重
覆的文書工作，教師需要的是較多的課程思考
與教材之準備

3

林玉芬

學習評量結果都已列入 IEP 評量紀錄與學年期
學習目標的評量結果，不需再另立學習評量報
告。

4

岳祥文

有關教師專業發展中 公開授課之規定，以明顯違反「法律保留原 有關總綱中論及「公開授課」之規定，是否違
公開授課規定的合法 則」，也超出課綱的功能，如果規定教師需要 反「法律保留原則」
，由於係根據總綱之規定而
性問題
公開授課，那是屬於「教師義務」，關於權利 來，恐非本課程實施規範所能回應者。
和義務需要依法來訂定，不應該只透過課綱就
片面的規定，民主國家，不應該出現這麼荒謬
的事情，如果今天課綱可以片面規定這件事，
那又如何保證未來不會有更多類似的事情發
生，例如：規定教師每天都要交教案、教師堂
課都要製作教具、教師每個星期都要交讀書心
得報告…等。希望教育部，能尊重民主程序，
8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理由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不要帶頭破壞民主精神

拾壹、運作模式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1

論壇發言者
姓名
李昆霖

主要訴求

理由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有關高級中等教育階 有關流程圖中，【擬訂個別學生 IEP 或 IGP 草 採用直線箭頭方式確實可能會讓人誤解「擬訂
段之運作流程圖問題 案】
、以及其在【能力現況與需求分析】之前， 個別學生IEP或IGP草案」在「能力現況與需求
其主要考量為何？
分析」等之前，故已在運作模式之圖示部分新
增部分虛線框與註解，以利瞭解草擬IEP或IGP
的程序包括需要分析能力現況與需求、規劃課
程、相關服務等，但亦需要在會議中討論草案
的適切性。（相關修正請參見課程實施規範修
正版P.73、P.76、P.81、P.84）

2

吳俐蒨

針對特殊學校學生之 新生 IEP 擬定和開會時程的問題--新生評估在
個別教育計畫與課程 六月(暑假前)已給專業人員和心評老師做需求
運作流程

1. 依據〈特殊教育法〉(民103)第十條規定「學
校應於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後一個月內訂

評估，但那時還沒決定各年段的導師(六月底
定；其餘在學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於
至暑假才會抵定新生班導師)和排課(暑假才會
開學前訂定」。有關「入學」的時間依據各
排新學期課表)。因此，要求在六月就把新生
縣市政府之認定。
IEP 都做好和開完會，那麼在老師未確定、課 2. 個別化教育計畫是為「學生」設計的該年度
表未確定的狀況下，IEP 要產出完備有困難。
教育計畫，應由整個 IEP 團隊共同擬定而非
9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理由
比較實際的做法是，新生 IEP 在開學前由新生
班導師(也是個案管理員，也是任課老師)擬
定，開學後學生和家長都來了再開會確認 IEP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僅由一名教師負責擬定，因此若遇到更換個
案管理者(或 IEP 團隊中教師)的狀況，則原
本的個案管理者(教師)需負責該生之個別化
教育計畫的擬定，當新任個案管理者(教師)
就位，則只需更改 IEP 團隊成員，並評估是
否有需要再修正之處，如無則可直接根據該
份 IEP 執行，故與導師之變更無關，新生可
在鑑定分發後即開始由學校安排之該生 IEP
團隊擬定 IEP。
3. 學生之 IEP 可以隨時召開 IEP 團隊會議後修
正與更動，故可以先擬定而不需要等開學後
才開 IEP 會議確認，只有需修正與更動時才
需再召開 IEP 會議。

3

莊默耘

有關各類型高級中等
教育階段的課程架構
與運作模式之對應問
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教育課程實施 1. 雖然課程實施規範「學習階段」之高級中等
規範中 玖 課程架構 的 高中方面可分成
學校共有四種類型，但在「運作模式」一章
p29 普通型 p36 技術型 p45 綜合型 P51 單科
中，考量多數學生就讀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型等四個類型，但是，拾壹 運作模式的高中
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故分別列出，且因綜
方面，卻只有 p71 的普通型 P74 的技術型 跟
P79 的特殊教育學校等三個類型…..那 特殊教
育學校到底是屬於哪一型？建議修改內容

10

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即為普通型與技術型高
中之二種類型合併之學校，故應可參考普通
型與技術型之運作模式實施，並已在P.71第
一段的文字中說明。
2. 至於特殊教育學校部分，因其可能橫跨不同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理由

的教育階段，有的學校包含國小、國中、普
通型高中及技術型高中，有的學校只有國
小、國中與技術型高中，故需根據該特殊教
育學校所核定設班之教育階段參考特殊教
育學校之運作模式圖示和文字說明實施。
4

劉仁傑

有關技術型高級中等 目前各 校進 行設科 流 程作業 ，依 規範所述 1. 目前課程實施規範仍屬草案性質而尚未公
學校設科的流程問題 （P.74-75）僅提及課程發展委員會下設工作小
布與實施，故理由中所述之「目前進行中（3
組即可，經課發會審議，送校務會議通過即
月前完成）的設科申請中包含了教學研究會
可；然目前進行中（3 月前完成）的設科申請
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不知所
中包含了教學研究會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指為何？故不知落差何在。
的會議記錄；實務跟規範有相當的落差。

5

李昆霖

2. 待本課程實施規範正式公布實施後，學校應
根據所規定之設科流程，並視各該主管機關
辦理方式與期程辦理設科事宜。（相關說明
請 參 見 實 施 規 範 修 正 版 PP.44-45 與
PP.77-81）

有關課發會之位階問 一、特殊教育課程的最高決定權在課程發展委 1.
題
員會，是否可能出現課發會拒絕同意情況？其
後續處理方式？
二、依照【IEP－特推會－課發會】的順序流
程且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方可
實施」，若 IEP 有任何彈性更改以致影響課程
規劃，是否仍需再重新跑一次流程？
11

特殊教育課程實施時，每個會議所進行審
議之功能與重點均不同。個別化教育計畫
或個別輔導計畫需綜合評判學生現況以決
定課程與提供相關服務；學校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須審議校內每一位學生個別化教
育計畫或個別輔導計畫會議課程與服務決
議之正確性；至於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則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理由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三、關於特殊教育課程送課程發展委員會「通
過後實施」
、
「審議」
、
「審議通過」
、
「委員會同
意」
、
「議決」等動詞是否有意義上之差異或宜

要審議特殊教育調整融入學校課程計畫的
情形與所需實施之校訂課程（包括特殊需
求領域）之教學大綱。由於上述會議均有

調整為一致？
四、關於送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為之」、「審議通過」、「同意後執行」、「同
意」
、
「審議」等動詞是否有意義上之差異或宜 2.
調整為一致？
五、依據教育部 2012 年的分析報告，課程發
展委員會之成員可能包含【學校行政人員代

其負責之任務與會議決議需執行，故並無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高於學校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之位階問題。
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隨時均可召開並做必
要的調整，若僅調整個別學生所需之學年
學期目標，不需重新送學校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審議通過；然若為調整學生之學分

表、年級教師代表、各科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社區代表、學生代表、其他代表】，成員組成
是否確能「確認所提供之課程與服務與學生之
能力與需求相符」、「確認課程規劃的適切性」
(p.69)？以及，是否造成特殊教育學生之個資 3.
過當揭露的疑慮？
六、
「彈性學習課程規劃為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數、更動科目等，仍須送學校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審議；如無涉及並未改變整體特
教班之課程規劃則不需送學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通過。
為免混淆且能更清楚瞭解其關係，故參照
總綱附則四與現行特殊教育法規，補充本
課程實施規範中有關身心障礙學生之修習

會之權責...」(p.24)，而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又歸
在此項下。由上而下歷程是否與個別化教育計
畫首先以學生之能力和需要為起點再來規劃
課程(由下而上)而有部分扞格？

領域/科目之節數(學分數)調整之作法，「須
經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討論決議，並
送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融入
學校課程計畫，再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通過並陳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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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理由
4.

5.

有關於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議決課程
規劃之能力係屬執行層面的問題，惟〈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民 103)
與本課程實施規範 P.57（一）之 2 中已納
入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之教師代表應能補足
特教知能之需求，建議各該主管機關需提
供必要之增能研習或宣導。
所有學生無論障礙與否均受個資法保護，
IEP、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等會議討論
時資料之保密，以及會議後資料之保存或
銷毀，學校均需依相關規定辦理。且因送
交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決之全校特殊教
育學生之課程規劃，並不會呈現特殊教育
學生之個人資料，僅會呈現與課程規劃相
關之文件，如校內特殊教育學生總體課
表、教師課表及教師開課之教學綱要等，
故此一部份應無揭露學生個人資料的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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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
總綱或本課程實施規範中敘明「彈性學習
課程由學校自行規劃辦理全校性、全年級
或班群學習活動，依照學校及各學習階段
的學生特性，可選擇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理由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探究、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或是其他類課程進行規劃，經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且本課程實
施規範 P.58 第 6、7、11、12 點亦均說明可
以根據特殊教育學生的 IEP/IGP 提供特殊
需求領域課程，因此學校如認為校內特殊
教育學生需要安排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中之
科目，可應用彈性學習課程時間規劃該領
域課程，或根據 IEP/IGP 及學校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議決之減授/免修部定某一領域
/科目的節數/學分數，或其他非學習總節數
規範之時間，提供特殊需求領域課程，高
中教育階段更可視學生需要應用校訂之必
選修科目學分數提供該領域課程。總之，
由 IEP/IGP 決定課程規劃是最主要或基本
之原則，彈性課程時間只是提供或安排特
殊需求領域課程的一種方式，故並無衝突
或矛盾之處。

6

李昆霖

有關學習階段、教育 文內使用「國民教育階段」
、
「國民小學、國民 已根據意見審閱全文進行必要之修正，包括以
階段之用詞
中學」
、
「國中小教育階段」
、
「國民小學及國民 下頁數中之文字：
中學教育階段」、「國民中學-第四學習階段」、 1. P.1 的倒數兩行「…造成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高中與高職」
、
「高中教育階段」
、
「高級中等
教育階段之藝術才能班僅能依據〈藝術教育
14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理由
學校教育階段」等用詞，是否重新審閱調整用
詞前後的一致？多重寫法會可能容易影響閱
讀之順暢。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法〉(民 104)設置，然其所需之專長領域課程
仍與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之藝術才能
優…」。

2. P.71 的第一段「本課程實施規範之適用對象
最後，謝謝盧老師及團隊成員的用心和辛勞~
涵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教
育階段之身心障礙…」
。以及(一)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教育階段的第一段「國民小學與國民
中學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學生的課程運作程
序大致相同…」。
3. P.82 的倒數第四行「…不調整部定課程(含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之語文、數學、
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

拾貳、附錄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主要訴求

姓名
1

理由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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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其他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1

論壇發言者
姓名
岳祥文

主要訴求

理由

有關編定啟智類特教 中重度或極重度的智能障礙課程，如果要根據 1. 由所述理由中能理解教師們教學的辛苦，但
學校專屬課綱問題
普通課綱來調整，調整到後來，根本就是自己
因課綱的重點在提供課程規劃與實施的方
的課綱了，兩邊的特質和需求，如此的不同，
為何要用調整的方式？如果要調整，又為何不
是普教的學生來調整特教的課程？特教的學
生是次 等公 民嗎？ 不 夠資格 有自 己的課綱
嗎？希 望教 育部能 訂 定符合 智類 學生的課
綱，不要只是調整手冊，因為在怎麼調整，還
是不夠完整，會有很大部分的缺漏，不符合智

2

陳怡婷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向而非解決所有教學現場的問題，所以才需
要其他的配套措施協助執行 (包括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綱要與領域/科目調整應用手冊)，
且因智能障礙學生的個別間與個別內在差
異均大，根本無法採用一套課綱以適應學生
的個別 IEP 需求，即使編定了恐怕也無法滿
足每位智能障礙學生的能力與需求，何況所

類學生的需求。為何普教老師不用自己調課
述中還涉及多重障礙、自閉症學生的問題。
綱，特教老師就要自己想辦法調出「到頭來都 2. 如屬理由中所述之重度與極重度智能障礙
是自己寫出來的課綱」
學生，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各領域綱
要的課程調整的作法，可以根據其在每一領
目前任職的特殊學校大多數的學生現況能力
域/科目的學習功能缺損狀況參考《特殊教育
及需求約可分為兩種，他校應該狀況相近。
學生學習功能輕微缺損領域課程調整應用
第一種：極重度智能障礙及肢體障礙，全癱或
手冊》與《特殊教育學生學習功能嚴重缺損
輪椅生，無口語及非口語能力，也無法自主操
控自己的眼睛及肢體來作表達，一切生活完全
需要他人協助
第二種：無口語，因極重度智能障礙及伴隨情
緒行為障礙，非口語的方式也無法與人順利溝
通或表達需求，生活部份需他人協助，是因為
16

領域課程調整應用手冊》。譬如集中式特殊
教育班學生可能在多數領域/科目均有學習
功能嚴重缺損的情形，則可參考《特殊教育
學生學習功能嚴重缺損領域課程調整應用
手冊》，根據其中的調整建議與教學示例調

網路論壇意見
序號

論壇發言者
姓名

主要訴求

理由
還能走路
以個人班上為例，輪椅及全癱學生四位皆屬第
一種，且有兩生嚴重積痰，健康狀況很差，甚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整應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各領域/科
目的核心素養，並將學習重點調整或轉化為
功能性的學習表現與內容，這是特教教師專

至需要送醫；中度自閉症且常出現自傷及傷人
業知能養成教育的重點及教育行政機關每
行為者一位，重度自閉症一位且缺乏生活自理
月提供特教教師教材編輯費與比普教較多
能力，這兩位雖然手冊未寫出智能障礙，但學
教師人力之原因，至於目前師生比是否合理
習現況不僅僅是嚴重落後而已，第一位學業學
問題恐非課綱所能規範者。
習，第二位是不順他意則攻擊他人和自傷
3.
雖然在《特殊教育學生學習功能輕微缺損
請編排這些學生的課綱，特別是第一種學生，
領域課程調整應用手冊》及《特殊教育學生
並正視這些學生的生活及生命需求，實際到校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領域課程調整應用手冊》
內與這樣的學生互動吧！
在特殊學校裡有很多學生是養護性，其中多有
癲癇，且身體機能會退化，一切都需要他人協
助，無法表達需求，更有人是健康況狀差，有
生命危險的，這些學生的學習需求是？
他們無法表達，由他們的家長表達，目前會議
中詢問關於課程與教學，家長反應是不要排國

中針對學習表現或學習內容的調整建議之
中確實包括「刪除」方式，但刪除的結果可
能顯示不需要安排那麼多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各領域/科目的節數/學分數，因此
可以安排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功能性動作
訓練等更適合理由中所提出之學生案例所
需的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語數學那些課程，只要照顧好孩子，希望能有 4. 由於過去特殊教育學生及特殊類型班級的
多一些助理老師...等等，當然我們跟家長說
課程綱要均未列入普通教育課程中，故其運
明，孩子還是需要持續接受刺激，以免退化太
作與施行總在普通課程綱要擬定後，再另行
快，我們會更注意照顧的狀況...等
制定課程綱要，使得兩者間課程的連結薄
照顧過嬰兒的人，爸媽一次照顧一或兩個，他
弱，形成二元化的現象，而無法在安置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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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3

4

論壇發言者
姓名

陳怡婷

鍾正信

主要訴求

理由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們都是手心裡的寶，請想像一下，放大版的在
學校裡面，而且每班這樣的孩子是多數
我們學校國小部是兩班共用一個教助，因學生

時進行轉安置。此外，以目前國內之狀況智
能障礙學生在各教育階段普通班接受教育
的情形不在少數，如果另行設計智障課綱對

數最多是高職，加上 12 年國教之後，許多養
護性學生也都上高職了，且高職有職業課程，
很多時間教師助理需要去支援，所以大多數時
間我們是兩個人一次照顧四個外加還有兩個
中重度自閉症及常出現情緒行為的學生，以前
的師生比及學生狀況，已經不適合現在了！

這些學生的課程要如何規範與調整？是要
在普通班獨自奮鬥學習還是一定要轉安
置？而對在集中式特教班就讀的智能障礙
學生而言，是否亦會剝奪他們如果在能力許
可下可以接受與一般學生相同或類似領域/
科目課程內容的權利？因此過去採類別與
安置場所分別設計課程綱要的方式已不符

補充中度自閉症學生面對學業學習是隨意操

合學生需求與教學現場之需要。
作，正確度極低，以尿褲子或便在褲子上作消
5.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民
極抵抗
103)與本課程實施規範採補足或調整每一位
在實施規範中雖提到針對學習功能嚴重缺損
學生課程需求的方式就是為了提供一個符
學生會依據普通課綱進行更大幅度調整甚至
合每一位學生接受對其有意義的課程的機
在調整應用手冊中有許多學習重點(學習表
會與架構，以因應每一位身心障礙學生（包
現、學習內容)的調整方式皆採取"刪除"方式，
括智能障礙學生在內）能根據其個別內在差
然而與其採用大量的刪除(尤其隨著年段增
異設計適性之課程實施教學。
加，刪除比率也提升)，為何不思考如何修訂
出符應障礙程度較重學生的課程綱要內容，而 6. 由理由中可以歸納教師所需要的並不是智
障課綱，而是包括示例等較為完整的課程調
不是硬要結合普教課綱然後再來採取刪除的
整手冊。建議未來推廣時能提供課程調整手
方式。
冊相關之研習，並能提供根據《特殊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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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生學習功能嚴重缺損領域課程調整應用手
冊》中各領域綱要學習重點調整之建議編輯
功能性教材之相關研習或參考教材。

5

岳祥文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的 學生的數學課，調成特需，請問誰要來上課？ 1. 學生如需調整數學課節數/學分數與外加特
任課教師問題
排協同是一個方法，全校一起排課是一個方
殊需求領域課程，必須經過 IEP 會議決議並
法，但是特教學校重度、極重度的孩子很多，
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融入學
很多課都需要調成特需，到最後一定會有排不
校課程計畫後，再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
到老師上課的狀況，請問怎麼處理？
過並陳報主管機關核備後始實施。
2. 根據本課程實施規範之作法，學校應先統整
全校特殊教育學生之課程需求(含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與所需之節數/學分數，再排定校
內特殊教育教師進行授課，必要時得結合校
內相關專業團隊進行合作諮詢或合作教
學，故應該不會出現無人上課的情形。
3. 有關執行問題建議各該主管機關未來應多
加宣導、研習，並提供所需之支援。

6

何振偉

滾動式再修正的可能 感謝現有提供平台供發言，但課程綱要很多時 建議國教署未來持續提供線上溝通平台，以蒐
性

7

林玉芬

候會在實施後才出現問題，而非事前的討論， 集相關之實務實施意見，並提供教師交流所自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可否讓討論狀況持續，以 編之相關參考教材機會。
便於讓將來的實施實務的部分也納入討論。

有關課程實施規範研 肆、研修歷程說明
修歷程說明中之問題 一、研修期程

1. 研修說明之目的係在呈現研修工作小組在
研修本課程實施規範過程中的歷程，故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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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 實施 規範之 研 修自 104 年 1 月 至
之呈現確實為研修課程實施規範的歷程。
106 年 6 月止，研修期程如表一所示。>>> 2. 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言選修
從此句語意解讀，讀者期待的是"課程實施規
課程應注意事項〉(民 103)並不包含手語一
範"本身的研修期程，而非如表一進度中敘述
項。本土語言係指學生之鄉土用語，包含閩
多為研修小組的工作歷程，應以"課程實施規
南語、客家語或原住民族語等母語。
範"為敘寫角度。
3. 針對有需要學習手語之一般學生（理由中所
44 頁，陳杉吉第 5 點:我國已經將「身心障礙
述的聽人），學校可利用校本課程、社團等
者權利公約」國內法化，其第 2 條規定「語
時間提供手語教學。且此一問題並不屬於特
言」包括口語和手語及其他非口語形式的語
殊教育學生之需求課程，恐非本課程實施規
言。教育現場現場有些學生是聽人，聾父母或
範所能增列者。
聾祖父，其在家庭中溝通需要手語當媒介，因
此，在實施本土語言時應該增加「手語」項目。
回應如下：「手語」一項為〈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之溝通訓練科目
之一部分，故若學生有需求可參考溝通訓練科
目之相關內容進行課程規劃與教學。
未針對問題給予回應，手語列為本土語言之
一，才有機會讓需學習手語的聽人有的選修。
又如意見所提:教育現場有些學生是聽人，有
學習手語需求時，因其不是特教生，不適用〈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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