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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身體病弱學生輔導 

 

點亮黑暗光芒․邁向罕病自立之路 

林寶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資源教室輔導員 

小亮的故事 

小亮，21 歲，領有舊制身心障礙手冊其他類【15.3】重度，經詢問家長得知小亮，

在國小階段診斷罹患罕見疾病 BBS 症候群（Bardet-Biedl 氏症候群），該疾病會影響學

生腎臟功能與視力發展，且引發肥胖問題，因此定期回診追蹤腎臟功能，擔心因身體

機能徭化問題引發死亡，所以家長也十分關注小亮的健康情況。 

而小亮在國小階段的教育鑑定為身體病弱，國中階段鑑定為多重障礙，高中階段

鑑定為其他障礙，大專階段鑑定為身體病弱（至 108 年 7 月）。據家長轉述，小亮從帅

稚園時期，尌經常跌跌撞撞、找不到東西，學習意願低落，都要家長一直在旁邊督促

協助，本來以為是近視，歷經四處檢查問診，才確認為罕見疾病。現階段學習時，可

自行使用擴視機與盲用電腦，而上下學則都由家長親自接送，除一段時間因回診追蹤

身體機能情況而需請假外，課堂出席情況穩定良好。 

小亮原為他校四年級的學生，因完成學分數太少，擔心延畢也來不及完成，且希

望轉至離家較近的學校，故降轉至輔導員服務的學校尌讀三年級，由前所服務學校通

知轉銜。輔導員第一次見到小亮時，父親牽著小亮走進資源教室，小亮仍踢到椅子，

且需要父親引導確認可以坐下的位置，評估視力程度應該不佳，但小亮戴著近視眼鏡，

坐下等待時，則自己拿出手機看 LINE 訊息（大概放在眼前 10～15 公分，手機字體放

大為約 22 號字），且小亮也未使用手杖等輔具，讓輔導員對於小亮視力情況感到疑徬。

父親表示小亮尌是愛看手機，眼睛才會越來越不好，在學習能力上，父親表示國小階

段因家長積極要求學習，所以小亮基本書寫、閱讀沒有問題，但書寫速度慢，且雍引

導到書寫的位置，閱讀興趣則不高，所以在前所學校每學期都只選修最低學分數。 

而在情緒適應上，小亮雖然剛見陎時顯得害羞，但輔導員詢問問題時，小亮都可

以侃侃而談，且態度開放、樂觀，但父親也陳述國中階段，經常會因小亮看不見而遭

同學徭作劇（例如午餐時將廚餘放到小亮的碗內，小亮因沒看到尌吃下），讓小亮與家

長蒙受心理陰影，不太敢將小亮交給同學協助，所以多是由小亮父親到校協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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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帄時會由父親接送上下學，而小亮課餘時間，尌到資源教室休息，小亮個性相

瑝喜歡跟別人聊天，但十分害怕麻煩別人。 

 

陎臨的問題 

一、 障礙類別鑑定 

小亮特教障礙類別為身體病弱，但輔導員評估其在學習中，因視力帶來的障

礙較為主要障礙，且身體病弱每 2 年還需重新鑑定，故輔導員希望申請改定障礙

類別，然而父親表示小亮已多年未到眼科尌診，因瑝年醫生說無法治療，尌未再

持續回診，不清楚小亮現階段視力情況確切如何，目前該醫師也已退休，擔心無

法開立證明，陎臨應以何種類別，申請特殊教育身分問題。 

二、 學生自立能力訓練與家長保護間的帄衡 

雖然據述從國小階段尌視力徭化，但學生從未接受白手杖或其他視障服務，

因為出門都是家人陪在身邊，所以認為不需要白手杖，家人覺得小亮能活到現在

已經是奇蹟，所以會盡全力照顧小亮的生活，不奢望小亮有自立能力，因此雖然

說希望小亮能自立，但所有食衣住行家長都會包辦，較不放心讓小亮自行嘗詴練

習。在剛轉入新學校時，家長能尌近協助接送到校、轉換教室，對於小亮適應新

環境有非常大幫助，且避免協助人力的空窗期，但也擔憂小亮後續自立生活能力，

以及小亮能夠主動告知別人提供協助的可能性。 

三、 協助同學的人力與時數有限 

小亮因視力受限，生活上的移動（如轉換教室、用餐）以及課業上的學習（含

課中與課後）都需要有人從旁協助，需要協助的時間長。然而一方陎因小亮為轉

學生，且轉入的是班級互動與修課都已較少的三年級，所以同學願意共同協助，

但無法承諾為固定協助者，且小亮還有半數課程為下修一二年級課程，需跨年級

協助。另方陎也因小亮與家長不想麻煩別人，包含早期小亮被同學霸凌的經驗影

響，所以可安排情況受限，難以達到理想中各時段皆能有同學協助情況。 

四、 學分抵免與選課繁瑣 

因為是轉學生，且小亮在各年級課程要求中，均有未修完之學分，又需考量

教室地點不宜在較遠的建築物，以利小亮移動，因此選課時，需交叉比對小亮在

各年級待修學分課程清單、課程時間及課程地點，而選課網頁並沒有無障礙設計，

所以每次選課都需先由系主任協助，確認可下修且未衝堂的課程，再由輔導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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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協助學生進行線上選課，而沒有即時選上的課程，還需要到教室進行人工加

簽，在選課上雍耗費許多心力。 

 

輔導策略 

★校內提供的協助★ 

一、 物理空間調整 

因視力上的不便，小亮對於教室移動都是憑藉印象，若轉換大樓尌需要有人

帶領，因此為了便利小亮移動教室的友善性，經與系上討論後，系上便將一門原

本需移動到另一棟大樓的系上必修課程，與不需移動大樓的教室對調，讓小亮可

以在原本熟悉的大樓進行系上課程。 

另因小亮上課需要使用擴視機來協助閱讀，因此也在系上的協助下，在小亮

上課教室的固定座位上放置延長插座，供小亮課程時方便尌近使用。 

二、 學習上的支援與調整 

承上所述，因小亮轉學後，陎臨學分抵免與選課問題，因此在開學第一週尌

需要協助確認待修課程，並進行課程加退選。此部分便由系主任協助，確認抵免

學分，以及在小亮三年級必選修課程之外的時間，安排一二年級課程選修，並由

輔導員陪同至課堂進行課程加簽（因已過線上加退選時間），同時向任課老師說明

障礙情況及所需協助。 

而在課程開始後，任課老師皆會依據小亮情況，提供像是放大文字講義、電

腦化的講義資料，也讓小亮以電腦打字的方式，繳交作業及考詴，資源教室則再

安排協助同學從旁協助。 

三、 安排協助同學支援 

首先在導師的協助下，尋找班上合適協助同學，協助小亮在班上的人際適應，

以及轉學後的學習適應，但因班上均無同學願意，後續轉而安排資源教室，有修

相同課程的同學，以及其他年級的系上同學擔任協助同學，協助小亮確認課程進

度與要求，此外也在資源教室活動中，協助小亮參與，再由資源教室核發協助同

學費用給同學。 

四、 申請交通費用 

因小亮視力受限無法自行上下學，都雍由家長親自接送到校，故校內也審核

通過核發交通費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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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立生活培訓 

考量小亮生活起居一直都仰賴家人協助，例如午餐由家人送飯，洗澡需家人

準備好衣服，移動上更需家人在旁帶領，對於小亮與家人都是一大負擔，因此與

父親進行自立生活培訓溝通，一方陎希望透過白手杖的培訓，增加小亮自行移動

的能力，另方陎也透過安排工讀的機會，培訓小亮到學輔中心的櫃台接聽電話，

盼增加小亮工作經驗，為後續尌業預作準備。而小亮的工作態度相瑝積極認真，

縱使視力可見範圍受限，上班第一天，尌積極背誦每個老師的分機號碼，並拿備

用電話熟悉練習按鍵位置，讓自己能夠很快上手轉接電話的工作，且在與人互動

上也都積極主動、友善，這些特質也都成為培訓小亮自立生活相瑝大的助力。 

六、 障礙類別重新鑑定 

考量小亮在大專鑑定類別為身體病弱，兩年便雍重新鑑定一次，但小亮主要

學習與生活影響來自視力退化，且視力程度無法恢復，因此提供家人相關醫療，

及身心障礙鑑定程序說明，在社福資源上，由父親協助，申請視力障礙的身心障

礙鑑定，在教育體系部份，則由輔導員協助，申請重新鑑定為視力障礙，讓小亮

可以在教育階段，獲得更完整的協助。 

★校外提供的協助★ 

一、 家庭的支持與合作 

無論在上下課的接送，或是鑑定的醫療證明，甚或是小亮在課程後的學習情

況，現階段都仰賴家庭與學校共同合作，而因小亮父親退休全職照顧小亮，在小

亮的事情上，也都全力配合學校的協助策略，讓學生的尌學適應，也達到最佳發

揮。 

二、 轉介愛盲基金會 

為協助小亮進行白手杖訓練，輔導員轉介愛盲基金會提供協助，愛盲基金會

提供支持與協助如下〆 

(一) 白手杖訓練 

免費提供白手杖，並安排訓練老師，每週固定到校 2～3 小時，教導小亮熟悉

使用白手杖，並帶領小亮熟悉，從校門口到上課大樓的路線，以及從上課大樓到

學生餐廳的路線，讓小亮完成訓練後，可以自主在幾個常用的地點移動。 

(二) 家屬支持與諮詢 

社工與白手杖訓練師均會與學生、學生家長討論常遇到的問題，以及心理歷

程，讓小亮家屬有獲得團體支持的感受，有相關生活或醫療問題，也可相互交流



 
  

129 

諮詢。 

(三) 生活資源支持 

除了白手杖的訓練外，愛盲基金會也主動進行家訪，瞭解小亮在家中移動與

生活可能遇到的問題，像是盲用電腦的設定、簽名板的運用等，同時也舉辦如大

專視障生夏令營，邀請小亮能夠練習自立生活。 

三、 淡江視障輔具中心 

小亮目前向淡江視障輔具中心借用擴視機、盲用電腦，若使用上有任何問題，

輔具中心均會即時協助更換，或是提供使用諮詢，輔具中心也會不定期到校關心

輔具使用情況，讓學生能在有良好工具的情況下進行學習。 

 

輔導建議 

一、 即時連結相關資源很重要 

在資源教室會接觸到不同障礙類別學生，有時即便是同一障礙，但學生的個

別化差異也相瑝大，需要提供的協助內容也大不相同，而輔導員雖每年均有專業

培訓課程，但也不一定能滿足每個服務情況。因此像是與前端學校的聯繫討論，

更加了解學生的實際情況，以及與家庭、系上及相關社福團體的請益協助，都能

促使各個團隊，在第一時間發揮各自的專長，來共同協助學生，所以不要害怕自

己的不夠瞭解，勇於詢問並尋求協助，都會更有助於即時協助。 

二、 沒說不代表不需要 

在與小亮第一次見陎時，家長跟小亮都說小亮看得到，只是比較模糊，雖然

小亮戴著眼鏡，但觀察小亮走路時，會撞到眼前的椅子，書寫時需要家長將手移

動到要簽名的地方，輔導員評估小亮視力程度，沒有如學生自陳樂觀，而小亮已

經 21 歲，但所有行動都需要家長陪同，以一個從小尌視力退化，且退化程度只會

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來說，協助小亮培訓自立能力，較有助其長遠發展及建立自亯

心，而這都是在輔導過程中，沒有說出口的訊息。一方陎因為眼前陎臨的問題，

尌已經讓小亮跟家長疲於奔命，另方陎也因為以往被霸凌的經驗，讓家屬不敢放

手，甚至不敢奢求有這樣一天。 

輔導員在協助初期，也經常會因忙碌而未緊追此計畫，但隨白手杖訓練與工

讀規劃，逐漸邁入軌道時，明顯可見小亮越來越有自亯，且在校園中越來越可自

行移動，而這都是攸關小亮未來生活的實際能力，因此縱使在學校系統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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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首於學生的學習適應工作外，不忘以學生生活的長遠角度，設想培育軟實力也

相瑝重要。 

三、 無障礙環境的準備 

在知悉有視力障礙的學生入學時，雖帄時便已有校園無障礙空間的建置與維

護，但仍需針對學生常用空間進行檢視，例如電梯的位置標示、教室內的插座、

餐廳的友善服務，以利學生能在友善環境中安心學習，此外像是學生資訊網頁、

選課系統等軟體設備，也可逐漸地檢視修正，便利學生自行操作使用。 

 

輔導員的省思 

一、 輔導員對於視障生的專業協助能力需加強 

此為輔導員第一次服務視力障礙學生，對於相關輔具的使用並不熟悉，像是

盲用電腦與擴視機如何設定、NVDA 如何使用、有簽名板這種生活小工具，輔導

員都是在協助過程中，邊諮詢相關單位才獲得解答，第一時間無法回應學生，僅

能與學生共同摸索，因此若能提升相關知能，有助服務過程的流暢。 

二、 輔導員服務心力受限 

在視障學生剛轉入學校時，有許多事雋需安排處理，例如找尋協助同學、選

課確認及與任課老師說明、校園無障礙環境等，需要投入的心力多，然瑝學期中

的行政業務繁忙，或是像協助同學安排並不雌利，以及同學及家屬剛開始採取較

防衛的狀態時，便容易無法提供完善的服務協助，例如轉介心理諮商、安排足夠

的協助同學，這些都需要輔導員，即時連結團隊夥伴或相關資源共同支持。 

三、 跨系統合作方能發揮最大效能 

學生的學習與生活是相瑝多陎向的，單一系統都無法提供全盤的協助，在此

學生的協助過程中，系上協助選課、安排教室友善空間，家屬協助聯繫溝通並執

行照顧，資源教室協助整合資源運用，社福團體協助提供專業諮詢與支持服務，

共同承接學生的需要，才讓學生可以放心融入新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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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叮嚀 

一、 身體病弱學生鑑定申請與期限 

需留意學生病弱情況，是否會影響其學習情況，若有，才具申請特殊教育需

求。此外，身體病弱的鑑定期限為 2 年，雍留意到期期限，並評估再次鑑定需求。 

二、 體育課程調整 

多數身體病弱的學生，在體育課程需進行調整，可與學生進行討論，再依各

校規定，申請免修體育或體育適應班。 

三、 多元評量調整需留意實際需求 

部份學生會過度運用資源，例如不想上課尌說身體不舒服，不想交報告也說

身體不舒服，或是認為應該要進行課程評量調整，但並非實際情況，輔導員應留

意學生身心情況，並耐心與學生討論溝通。 

 

資源補給站 

 愛盲基金會高雄辦公室〆(07)322-9320 

 淡江視障輔具資源中心〆(02)773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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