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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特殊教育的經營實務─ 

國外大學實施經驗為例 

蔡明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壹、 前言

大專校院的特殊教育服務，可從 1981 年辦理「輔導就讀大專盲聾學生專案」開始，

依據此專案國立臺灣教育學院（現今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成立特教中心辦

理大專工作，歷時三年半結束。近年來，隨著我國特殊教育的發展，進入大專校院就讀

的身心障礙學生日益增加，根據 2018 年特殊教育通報網統計資料顯示，從 100 學年度

到 106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增加近千人，106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

數共有一萬三千多人。10 年之間人數已成長近兩倍之多。隨著人數的增加，教育部也陸

續在 2009 年及 2013 年修訂「特殊教育法」，將高等教育納入特殊教育的實施階段裡，

並強化高等教育的特教服務功能，重視大專校院的特殊教育，讓我國大專階段的特殊教

育服務能更加完善。教育部於 2000 年 7 月 20 日訂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

礙學生實施要點」（現今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大

專特教服務開始有明確的經費來源、輔導人力及輔導工作項目等，自此各大專校院紛紛

成立資源教室，以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相關特殊教育服務。雖然國內針對大專校院特殊教

育已實施多年，國外大學在推動特殊教育仍有諸多寶貴經驗供參考，本文主要以整理各

國大學在特殊教育的推行經驗，以供國內大專校院推特殊教育之參考。

貳、國外大學特殊教育推展對臺灣特殊教育的啟發

由於目前各先進國家在推展大專校院的特殊教育也不遺餘力，並有許多寶貴經驗供

參考，接著將以美國、英國、加拿大及澳洲各一所大學為例，提供重要寶貴經驗供國內

參考。

一、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 

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特殊教育推動單位，主要設在學校心理諮商中心下身心障礙支持

服務組(Disability Support Service, 簡稱 DSS)。DSS 辦公室有 14 名專業人員，致力於提

供校內身心障礙學生能夠接受適切福利及參與各項活動權益。所以學校擬定許多保障身

障者權益的政策，如：馬里蘭大學身心障礙暨無障礙政策、馬里蘭大學零歧視政策。透

過馬里蘭大學心理諮商中心 2015 年度報告指出，2013、2014 年校內身障學生數分別為

2,015、2,309 名。在 2015 年接受協助身障學生包括：學習障礙 440 名、注意力缺陷過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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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725 名、情緒障礙 660 名、肢體障礙 55 名、身體病弱 232 名、聽覺障礙 28 名、全盲

2 名、視覺障礙 22 名、腦部損傷 27 名、自閉症 16 名，共 2,207 名，其中前三名分別為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情緒障礙及學習障礙。身障學生對校內提供特教服務滿意度達 8 成

2 至 9 成 6。顯示學校招收多名身障學生，且辦學績效良好。 

    學校有以下幾個特殊教育措施，可供國內大專校院推展特殊教育參考。（一）建置

師生教學服務網頁，如：1.學生測驗時間表及安置網站(包括：安排隨堂測驗、期中、期

末考試、檢核學習行事曆、參與測驗及期末考時間...等)。2.教學者資訊網站(包括：教學

者回覆申請考試調整表、確認或拒絕學生入學要求、上傳考試通知訊息，以及期中考或

隨堂測驗文件等)。（二）教學與行政服務，如：1.建立彈性考試評量服務，評量調整方

式多元(包括：點字教材、擴大電腦螢幕機、螢幕朗讀軟體、報讀軟體、有聲書、聽寫

軟體、延長考試時間及獨立考場。在教室學習協助，包括：手語翻譯、聽力器材、課堂

內容錄音、實驗室協助、筆記整理及調整座位。3.學校行政協助，包括：給予優先註冊、

減少修課學分數。4.在其他服務，包括：個別指導、轉介資訊、輔助交通搭乘。（三）設

立適性科技輔助服務，地點在校內 McKeldin 圖書館，是屬於學習、閱讀與工作的區域，

提供以下協助：教導 DSS 學生註冊，學院教師及在職員工訓練，使用輔助性科技軟硬

體、撰寫碩博士論文、及發展科技輔助學習策略。（四）提供安置學習輔助動物，根據

美國公平住宅法案及復健法案，需要為身障者合理安置學習輔助動物，以利提供其情感

支持，減緩障礙者的症狀或因其障礙帶來的影響。 

二、英國利物浦大學（University of Liverpool） 

英國利物浦大學的特殊教育推動單位，主要設有「身心障礙輔導團隊」(The Disability 

Advice and Guidance Team)。身心障礙輔導團隊提供校內身障學生在校園的特殊教育服

務，此團隊編制多名臨床心理師、心理衛生及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共同協助校內身心

障礙學生的教育工作。 

    身心障礙輔導團隊的協助內容包括：(一)學習支持方面，提供多元補救教學策略(如：

考試技巧、閱讀理解及寫作方法)。另外團隊還提供學生測驗評量調整、圖書館協助(提

供 KnowHow 方案以協助身障者學習)、安排專家(非醫療相關領域)和助教(協助學生做筆

記)等協助，若是學生與學術單位或其他部門溝通和執行調整有其特殊需求，團隊也會

提供協助。(二)心理輔導方面，學生如果有心理困擾可尋求校內諮商中心協助。除了一

般的社團之外，學校設置一個讓身心障礙學生使用的網路論壇 (The Disabled Students' 

Network ,簡稱 DSN)，此論壇是在身心障礙輔導團隊的協助下，由幾位身心障礙學生所

組成，他們在一年中會開幾次會討論和自身障礙相關議題，並做出實際的行動，此團體

4 



成功營造出一個信賴的環境，學生們見面時也彼此有機會能敞開心房和大家分享自己的

經驗。(三)課堂環境調整方面，學生們會擁有個人電腦(PCs)，當需要一些比較特別的軟

體時，個人電腦就能派上用場，另外還有上課時協助學生做筆記的錄音筆及提供特殊課

桌椅部分，身心障礙學生們會擁有符合自身需求的設備，像是較高的椅子。(四)獎學金

和補貼方面，學校重視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額外的金錢補助，還有給學業表現優良的學生

獎勵，因此學校對獎學金的發放是非常積極的，另外身心障礙學生補貼(Disabled Students' 

Allowance ,簡稱 DSA)主要提供資金在相當多的設備上，像是電腦、錄音機、特殊軟體、

非醫療相關的輔具、手語翻譯、筆記抄寫人員、甚至是點字的紙張、額外旅行花費等。

(五)身障學生參與方面，學校相當顧及身心障礙學生的意見，因此，學校的身心障礙工

作團隊 (Disability Working Group )中，就有身障學生代表出席與會，給身障學生提出對

校內學習、使用設備、相關支持的問題，此外，也有提供學生參與校內政策會議的表達

機會。

三、加拿大康考迪亞大學（University of Concordia） 

康考迪亞大學透過身心障礙學生中心(Access Centre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簡

稱 ACSD)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需求，其服務身心障礙學生包括：視覺障礙、肢體障

礙、聽覺障礙、身體病弱、學習障礙、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情緒障礙、自閉症類群障礙

及其他神經發展障礙。ACSD 的協助內容包含：(一)訂定支持計畫，在學生與 ACSD 的

初次諮詢會議中，會討論學生的需求及在學習中遇到的困境，諮詢者將提供各種學習調

整及服務的建議，訂定一份個別計畫，來減少學生未來在取得學位或課程學習中的困難，

而個別計畫是一份可調整的文件，若遇到任何問題及需求，隨時都可以進行修改。(二)

學習需求調整，依學生調整的個別計畫提供各項協助，如:考試調整、教材調整及轉換、

擬定個人調整訓練/輔具、手語翻譯、同儕筆記(可以藉由 MyConcordia 平臺尋求同儕筆

記，ACSD 會在每學期協助找到協助課程筆記的人員)、電子教材服務(編製符合學生需

求的電子教材)。(三)個別協助，提供學生成功中心(Student Success Centre) 找到適合一

對一的協助輔導員，或參與學習小組或工作坊的學習，或是加入專業支持、同儕協助的

友善社群。學校也有安排與學習專家(learning specialists)會面，討論如何學習，寫作或

口頭表達。另外，圖書館也提供學生適切學習的無障礙工作區及科技輔助軟體。(四)輔

導諮詢，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員會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在 Concordia 大學校內外，尋找諮詢、

心理治療或是各式各樣其他的服務。(五)自我倡權(self advocacy)，ACSD 輔導員將教導

身心障礙學生如何為自己權益發聲，例如:面對學校教授或其他專業人士討論自身的需求

與爭取應有的權益。(六)新生座談活動，目的是讓新生認識 ACSD 的輔導人員，並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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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與資深的學長姐來為新生說明入學後的相關事項與解答各方面的疑惑。(七)職業規

劃服務(Career and Planning Services，簡稱 CAPS)，CAPS 可以幫助學生找到與未來生涯

有關的工作或實習機會，找出學生之職業方向，並獲得個別化的協助，找到實現生涯目

標所需的相關資源。(八)交通服務，Concordia 大學在兩校區皆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停車服

務，在巴士服務(Shuttle Bus Service)方面提供適合肢障者使用輪椅的校車，以利在校園

之間接送學生。(九)經費協助，學校有提供加拿大各省份的獎學金及助學金相關資訊，

以利學生尋求相關補助。校內另設立 Ann Kerby Scholarship，該獎學金旨在表彰校內身

心障礙學生具傑出學習表現者。 

四、澳洲昆士蘭大學（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澳洲昆士蘭大學校內設置身心障礙服務部門(Disability services)，為校內具身心障礙

學生提供免費支持、服務和設施，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就學期間持續的支持，身心障礙顧

問(Disability Adviser)將幫助評估身障學生的學習需求與調整所需，訂定學生個別教育計

畫。該校特殊教育會（一）安排學習小幫手：當身心障礙顧問確認身心障礙學生之申請

資格後，將會擬訂計畫並討論或聘用小幫手，學校會提供一本參與援助計畫指南，內容

說明身障學生與小幫手的責任以及角色。小幫手包含:圖書館幫手(識別所需資訊，如使

用電腦、縮微膠片、CD-ROM 和參考資料，借用與影印教材，為視障學生閱讀資料)；

實驗室/田野工作幫手(協助完成需要精細操作技能的實驗工作，在田野調查期間協助做

筆記，在實驗室會議期間幫學生閱讀教材，向有視障學生解釋實驗工作的進展)；生活

幫手(協助學生攜帶書籍和設備往返課堂、輔導、實驗室和圖書館)；打字/寫作幫手(從錄

音帶或收集的數據中轉錄和輸入作業，對打字或手寫作業進行校對)。（二）提供筆記服

務:筆記協助主要幫助因身心障礙而無法撰寫筆記的學生。在此計畫會招募同儕做筆記幫

手，於每週為需要的學生提供他們的課程和教程的筆記，而學生能至身心障礙管理系統

介面(Disability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DMS)，搜尋他們所需要的筆記。（三）電腦技

能培訓：UQ 的電算中心軟硬體設備齊全，如果身障學生需要有相關的電腦處理技能、

表格或圖表使用技巧，身心障礙顧問會協助安排專業輔助軟體使用的訓練。（四）輔助

科技與設備(Assistive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可供身心障礙學生使用，以協助學生

參與學習活動，而有些設備位於校園內的特定場所，供有身障學生使用，另外其它可攜

帶之設備，可供學生借回使用，如：數位錄影機(用於以錄製教材或課堂學習)、供聽障

學生使用的數位電話、FM 調頻系統、錄音帶、錄音機、Perkins 點字機、具語音功能的

計算機 (協助視障學生的計算使用 )、機車 (行動障礙者可在校園內使用機車 )及

Braillenote(協助於課堂筆記的製作)。（五）提供文件轉換服務(Alternative Print Form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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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提供所有身障學生可用標準相似的替代格式教材，並同時提供給所有可使用之學

生使用，其服務項目包括: 錄音、放大字體、點字、觸覺、電子計算機。（六）ZOOM

同儕良師指導(ZOOM Peer Mentoring)：邀請身心障礙或有精神疾病經歷之學長姊，分享

他們的成功心得、大學經驗，以及提供實用建議(學習技巧、導航大學生活及對生涯計

畫規劃)與社交上的支持。 

參、結語

綜合上述各國特殊教育的推展經驗，發現美國馬里蘭大學願意提供及支持身障學生

就讀大學機會，其中以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情緒障礙及學習障礙學生佔最多數(以隱性

障礙學生為主)。為協助校內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學校行政設立 DSS 專責單位，提供

其適切教育服務及資源，如:建立師生教學服務網站、彈性評量調整及行政支持(優先註

冊及減少修課學分)、設立適性科技輔助服務、提供學習輔助動物安置等措施。英國利

物浦大學的特殊教育服務相當多元，也非常在乎身障學生的意見和想法，顯示學校對特

殊教育的努力和重視。為協助校內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設立身心障礙輔導團隊，提供

其學習、心理、生活方面的協助，此團隊在建置完整學習支持系統、學生輔導、無障礙

環境設備、獎學金申請及重視學生自身權益。加拿大康考迪亞大學提供了相當多元的服

務給身心障礙學生，設立 ACSD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專業諮詢與服務，讓學生的學習與生

活得到更多幫助。另重視身障學生自我倡權、職業輔導、交通協助及經費申請等各項協

助。澳洲昆士蘭大學的特殊教育，提供豐富便利學習資源供校內身心障礙學生使用，例

如：安排學習小幫手、提供筆記服務、電腦技能培訓、輔助科技與設備、提供文件轉換

服務及同儕良師指導，具完整的協助及服務資源。上述大學特殊教育的實施經驗，均對

國內大學特殊教育經營極具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請逕行連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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