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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 

「特教、藝才班課程配套措施議題小組」第一次諮詢會議 

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6 年 9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臺北市徐州路 21號綜合大樓三樓） 

會議主持人 國教署許副署長麗娟、吳督學兼任執行秘書林輝 記錄 周以蕙 

出席人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吳名譽教授武典、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特殊教育學系盧名譽教授台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張教授蓓莉、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務長洪教授榮照、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蔡教授昆瀛、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鄒副教

授小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吳副教授舜文、臺灣師大特教系 

于副教授曉平、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曾校長坤祥、師資藝教司藝

術教育科彭科長寶樹、師資藝教司藝術教育科李雅專員莉、國教署

原特組蔡組長志明、國教署原特組特教科陳科長碧玉、賴視察東榮、

王專員勛民、王儷容商借教師、國教署高中職組張專門委員永傑、

國教署高中職組入學藝教科林科長琬琪、國教署高中職組入學藝教

科陳思宇小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吳名譽教授武典專

案助理周詩庭小姐、協作中心周以蕙商借教師。 

列席人員 無。 

請假人員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吳退休校長清鏞。 

壹、 主席致詞：(無) 

貳、 業務報告：為能順利推動 12年國教中之特殊教育課程，現階段擬針對特殊教

育課綱推動之各項配套措施進行盤點，並為議題小組之成立進行準備，爰此

於 106年 8月 2日召開籌備會，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一(略)。 

參、 討論事項：  

案 由 一：有關特教、藝才課程綱要相關配套措施之藍圖規劃、期程與進度，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中心 106年 8月 2日召開之「特教、藝才課程配套措施議題小組」重

要決議摘要如下： 

1. 有關學生能力與需求評估、普教課程如何因應學生能力評估作調整與規

劃涉及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輔導計畫、普教老師之觀念建立係重要環

節，當然尚有其他相關議題，希望將來能於整體藍圖規劃出來後有具體

配套措施。 

2. 請國教署將整體藍圖與配套措施草案草擬後，提供研修團隊檢視並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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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修正意見，再徵詢縣市政府與基層老師之建議，於三個月內提出成

形的計畫，後續於適當時機(最好定期)讓縣市政府了解政策規劃。爰此，

請國教署一周內提供研修小組草擬之藍圖草案，研修小組於兩周內詳細

閱讀並提供建議，由國教署於下次開會前提供草案並將研修小組建議以

並列的方式呈現，俾利下次會議(9 月初)討論。後續國教署依權責徵詢

現場意見進一步進行滾動式修正，並於 11月提議題小組會議討論。 

(二) 請國教署原特組說明特教、資優目前規劃之具體藍圖、期程與進度，高

中職組針對藝才班高中教育階段說明，並請師資藝教司補充說明藝才班

國民教育階段部分。 

(三) 請與會人員針對藍圖規劃、期程與進度，提供寶貴意見。 

(四) 會議資料請參見附件(略) 

發言紀要： 

(一) 國教署原特組補充說明與回應： 

1. 有關課程綱要配套計畫(106.9.6 會後修改版)：國教署業於 9/4 召開核

心小組研議，並已納入藝才班相關課程配套措施規劃。9/6 邀集縣市政

府並已於會後整合各方意見做進一步修正。目前討論重點為期程規劃之

重點及工作內容。 

2. 本計畫係依循總綱和實施規範為主，以實施課綱時宜哪些配套措施以協

助學校、縣市為立基點，然非課綱所衍生之事項或原有之例行事務不在

此臚列。由於特殊類型教育型態複雜、對象眾多，如逐一臚列恐文字冗

長或繁瑣。 

3. 工作項目與內容係先以委辦案的概念呈現，其內容細項可衍生為相關之

查核點，有關呈現的層次，後續將徵詢各方意見並評估。如何將想法納

入工作內容，或化為查核點、關鍵指標，以確認有助於協助地方政府、

學校老師，面對 108課綱實施時能落實於課室內，為努力目標。 

4. 有關文本內引用相關規範的部分，將納入與特殊類型教育相關之規範，

會於修正過程中徵詢研修團隊指導。 

5. 期程之目標，目前比照署內普高及國中小的相關計畫，設定為課綱實施

前完成所需準備工作。 

6. 工作項目 2-3、2-4，擬暫定調整為「研發核心素養導向教學/評量示例，

以強化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課綱之教學品質」、「研發核心素養導向教學/

評量示例，以強化學習功能缺損課程調整之教學品質」。(p.3) 

7. 有關「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輔導團」係漏刪除「高級中等學校」等文

字。目前已初步籌組並待現階段任務結束後，未來以新課綱推動和執行

為規劃方向。至於中央輔導團與縣市政府輔導團之關係，將於輔導團相

關辦法中進行討論與連結。(p.5、p.13的 B-1-2-1) 

8. 有關「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資源班實施原則」會納入巡迴輔導班。(p.5) 

9. 資優部分目前無設備基準等規範，國中小階段都採資源班模式且資優教

育類型太多。將進一步評估是否針對集中式資優班空間、經費及設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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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進行研議。(p.5) 

10. 「教育行政人員手冊」(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教育(特殊教育、

藝術才能班)課程設計及實施規範手冊)部分，將刪除「實施規範」等文

字。(p.10) 

11. 推動課綱與大學取才之銜接部分，將對資優班、特需部分之推動進行評

估與研議(p.16) 

12. 由於目前各相關配套措施已陸續有很多委託案，未來將整併為適合教師、

行政人員使用之手冊(可能含示例、課程規範、課程操作實務等)，之前

將徵詢並盤整學校、教師、縣市政府、縣市行政人員之意見，應可回應

他們的實際需求。 

13. 課程調整部分，今年暑假已由何素華教授協助辦理輕微缺損課程調整相

關研習，邀請普教、特教教師共同參與且反映良好，為目前僅提供六縣

市參與，期未來能擴大到其他縣市。資優部分仍須請師長協助推動。對

於普教教師課程調整之培力，本署非常關注且仍會持續努力。 

14. 有關加強普教教師特教專業或特教教師普教課程專業，建議應更關注職

前教育的培育，期及早於師資專業紮根。 

15. 《特殊教育學生學習功能嚴重缺損課程調整應用手冊》、《特殊教育學生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課程調整應用手冊》之統整與整併，將邀請原研修團

隊研議。 

16. 考量依目前涉及師資司、國教署高中職組、原特組之權責，除署內進行

內部整合與協作外，視需要請協作中心協助。另很多事項已陸續推動，

但須兼顧共通性與特殊性，故如何統整後又能符應特殊類型教育課綱之

特殊性，需進一步處理。 

(二) 國教署高中職組補充說明與回應：相關配套措施規劃已納入原特組今日

計畫內。 

(三) 師資司補充說明與回應：由於課綱發布之前由國教署統整與主導，後續

將配合辦理。 

(四) 與會人員建議： 

1. 共同性建議： 

(1) 建議宜以總綱內與特教類型教育課綱相關規範、「十二年國民基本

教育特殊類型教育(特殊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綱要實施規範」之

內容為主(非以普教相關內容)，以為論述。 

(2) 本計畫係針對特殊類型教育之課綱推動，故宜針對總綱內與特教類

型教育相關規範、「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教育(特殊教育、

藝術才能班)課程綱要實施規範」之內涵，進行所需配套措施之檢

視與規劃。 

(3) 建議清楚界定現在研修團隊的定位、角色並建立合作機制，行政協

助與專業諮詢必須合作，以避免配套措施之專業性不足、有失各領

綱之精神。尤其在課程教學部分，亟需研修團隊擔任諮詢角色。 

(4) 建議思考閱讀者如何理解本計畫和需配合執行事項？包括計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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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架構表和期程表內涵是否與內文相對應？並盤點與檢討現在已

執行之方案？未來將新增哪些方案？不同領綱之特殊性是否均兼

顧且無遺漏？ 

(5) 建議可建立普教中特教重點學校之概念，畢竟特殊學校不代表全部。 

2. 緣起部分：(p.1~p.2) 

(1) 目前多引用總綱內附則之說明，建議可精簡潤飾後呈現。 

(2) 建議宜以總綱內與特教類型教育相關規範、「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

特殊類型教育(特殊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綱要實施規範」為主，

以為論述。 

(3) 體育班、科學班及依藝術教育法設立之藝術才能班不屬特殊類型教

育課程綱要配套措施之適用對象，請敘明清楚。 

3. 目標部分：(p.2) 

(1) 為能逐步改進，建議增加檢討與監控機制之目標。如增加第 5 項

「審視成效與缺失，解決問題、精益求精」。 

(2) 教師為課綱實施之關鍵角色，目前未對教師有所期待與規劃，建議

增加。 

4. 期程部分：(p.2) 

(1) 建議期程至少訂為 4年，宜屬階段性的中程計畫。除將期程定義外，

建議要敘明各期程的階段性目標、任務與編組等。 

(2) 考量課綱配套措施與領綱公告與實施之搭配，建議採工作準備與執

行的概念來規劃，例如：公告前所需規劃或啟動之事項、公告後至

108學年度正式實施前所需規劃或執行之事項，至課綱正式實施後，

則考量哪些是仍須推動與執行的事項。 

(3) 考量 108 學年度年課綱正式上路，建議現階段可屬籌備階段(第一

階段，目標為規劃與試行；第二階段為執行與精進；第三階段需確

認課綱上路後各配套措施持續運作，且關注課綱實施階段所需之配

套措施，以因應學校端、教師端於實施過程中之所需。 

5. 架構表部分：(p.3) 

(1) 工作項目 2-2：建議掌握特殊教育精神，係以個別學生為主體，非

以班級類型，亦即即使未接受特定班級類型服務之特殊需求學生，

在特殊類型教育課綱內仍屬適用對象。 

(2) 工作項目 2-3：工作項目 2-3是否即工作項目 2-4之內涵之一，建

議釐清。 

(3) 工作項目 2-4：由於服務群領綱配合技高，並未有核心素養，故不

宜納入。 

6. 內容部分：(p.4~p.12) 

(1) 文內多處所提及之「總綱與本實施規範規定」、「課綱規定」，需確

認到底為何，以避免閱讀者混淆。引用總綱或相關規範時，宜確認

完整性及是否與之相符，避免造成閱讀者錯誤理解。 

(2) 總綱及「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教育(特殊教育、藝術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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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課程綱要實施規範」內包含 IEP、調整部定/校訂學習節數與時

間調整、課程調整、資源提供、特需內容等，宜檢視內文是否完整

清楚。 

(3) 建議亦可思考總綱內已規範或敘明者不需重複敘寫(如「4.教師教

學」(p.6~p.7))，宜針對實施規範、領綱等所提須推動或執行的部

分敘寫即可，建議再檢視。另建議從本計畫之期程表檢視內文，以

確認是否相互呼應。 

(4) 有關相關法規之修正，考量法規制定權責之不同，建議宜搭配總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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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綱要實施規範」及各領綱之規範及配套措施之需求，審慎檢視，避

免疏漏。 

(5) 建議調整或修正處： 

A. 可增加與課程評鑑、教材有關的具體行動計畫(如「2.課程評鑑」、

「3.教材」(p.6))。 

B. 有關「特殊教育課綱工作小組」(p.4)之定義為何？「高級中等

學校特殊教育輔導團」(p.5、p.13的 B-1-2-1) 

C. 之定義為何？建議敘明清楚。 

D. 建議「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資源班實施原則」內，納入巡迴輔導

班。(p.5) 

E. 建議增加資優班設備與經費基準之規範，以提供資優班適當之

行政資源。(p.5) 

F. 建議調整第 4、第 5項之順序，並需檢視與總綱是否相符。(p.6) 

G. 建議檢視內容之完整性並修正(p.7~p.8)，宜包括實施規劃、IEP、

特推會、課發會等相關規定等內涵。宜明確區分「中央-地方-學

校」三層級之任務與工作要向，且有部分配套措施工作項目

(p.14~p.15)與之相關，但彼此無法呼應。 

7. 配套措施部分(p.13~p.16)： 

(1) 本案層級屬「計畫」，且配套措施不應凌駕於總綱之上，應為實施

規範之下的配套措施。 

(2) 配套措施之定位為行動計畫，每個項目應為具體可行之策略或作為，

可能包括經費、人事、法源等。 

(3) 配套措施涉及三個層級(中央–地方-學校)，三個層級之間的關係，

應僅思考事務性內容。宜掌握課綱精神，關注哪些是中央層級之配

套措施且須先完備，俾利地方政府、學校端依循，爰此配套措施之

期程理應有連動關係、期程先後之差別(例如中央先完成種子教師

培訓，地方才有人才庫推動示例之研發)。 

(4) 配套措施之期程部分：同「3.期程」之建議。 

(5) 建議配套措施需徵詢研修團隊之意見並協助檢視，以確認研修過程

中所提及之配套措施無所遺漏。 

(6) 辦理單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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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議需確認各工作內容(或項目)之執行單位，進行橫向、縱向

之統整，與工作內容(或項目)扣緊，以避免工作步調混亂而影

響成效，並將主政或協辦單位臚列。 

B. 建議哪些屬教育部或國教署、縣市(稱為地方政府)需定義清楚，

而有關跨單位部分宜呈現。 

8. 其他： 

(1) 本計畫內容： 

A. 建議格式、體例上統一，文字精簡且宣示性或例行性的內容可

刪除。推動時才能讓民眾很容易清楚明白。另標題、項目宜讓閱

讀者一目瞭然。 

B. 建議用詞統一或修正：如「縣市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另將

「瞭解」修正為「了解」。 

(2) 有關「課程實施手冊」(可能是文本內所稱之「教育行政人員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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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及實施規範手冊)，研修團隊補充說明： 

A. 手冊名稱宜重新命名，且適用對象不只特教老師，普教老師、行

政人員都適用。編輯前暫規劃進行需求評估，依照本計畫內涵，

採問卷調查方式針對重要性(使用需求參考)、急迫性(期程參

考)、可行性(將來資源配套)，徵詢行政人員、特教與普教教師，

跨階段、跨區域的意見徵詢，以為編輯參考。 

B. 特教部分未有教科書，現階段如何將課綱內容轉化為現場教學

可使用之資源手冊或宣導研習，以減少課綱內涵與教學現場之

差距、減少現場老師之辛苦，如何銜接至為重要。「課程實施手

冊」屬概括性、統整性之內涵。 

C. 普教課程調整、特殊需求領域、藝才類專長領域等均可由政府

編輯相關課程手冊或教師資源手冊，讓教師參酌採用，建議可

列入本計畫中。當然教師將課綱內函轉化為課程教學的專業能

力是非常重要的，也亟需增能。 

(3) 建議課綱配套措施之《特殊教育學生學習功能嚴重缺損課程調整應

用手冊》、《特殊教育學生學習功能嚴重缺損課程調整應用手冊》，

建議統整並重新編輯建議，係考量排除標記效應、教師教學使用方

便性(兼顧兩類)，並調整為針對身心障礙學生之課程調整手冊。 

(4) 無論身障或資優教育老師，對於普教課程調整之專業能力須強化。

尤其資優教育部份，目前師資多為普通教育背景，缺乏資優教育相

關專業知能，如何認識資優教育核心課程或特殊需求領域課程，須

要關注。另加強普教教師特教專業或特教教師普教課程專業亦不容

忽視。 

(5) 由於資優教育課程形態相對多元，如各縣市所實施之校本方案，缺

乏相關規定或規範不明確，建議法規訂定、資源運用宜關注校本資

優方案，以提供執行過程適當之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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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請國教署、師資司參酌與會人員意見，修正、調整或增補本計畫。藝術

才能、資優部分之配套措施是否已足以符應相關課綱之規範與期待，請

相關單位審慎確認。 

(二) 期程部分，考量如本計畫草案於 11 月提議題小組研議，時程已進入第

一階段中旬，建議相關單位評估期程是否需酌修，然總綱公告前相關前

置工作仍須持續進行。 

(三) 建議國教署召開縣市端、學校端相關諮詢會議時，可提供會議時間並邀

請研修團隊共同參與討論，俾利本計畫符合課綱、實施規範、總綱等之

精神與期待、內容之完整與周延。 

(四) 後續會議規劃： 

1. 訂於 10月 5日(星期四)下午 3點，針對藝才班師資相關議題、新課綱師

培職前課程，邀請師資司、國教署高中職組、研修團隊對話討論，學特

司與國教署相關單位列席參與。 

2. 訂於 11月 9日(星期四)下午 3點，針對本案配套措施規劃、文本內容綜

整調整、研修團隊及縣市意見徵詢後之內容進行研議。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5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