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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個別化支持計畫的擬定與執行 

蔡明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黃葳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教中心資源教室輔導員 

壹、 前言

大專階段的特殊教育服務已行之有年，但在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執行與

推動上，各校的作法仍十分歧異，未有統一之格式或是執行檢視之情況，然於特殊教育

法第 30-1 條中明訂：「高等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教育，應符合學生需求，訂定個別化支

持計畫，協助學生學習及發展；訂定時應邀請相關教學人員、身心障礙學生或家長參與。」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中更詳細載明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內容：「一、學生能力現況、

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策略。三、學生之轉銜輔導

及服務內容」，由此可知，高等教育階段的個別化支持計畫執行有其法源依據與詳細規

範，教育部曾委託東華大學編製「大專校院特殊教育資源手冊」，於推行 ISP 初期，提

供公私立大學與技術學院之 ISP 格式，各校可依學校之屬性選擇較適合自己學校實際學

生概況與行政需求參考使用。

個別化支持計畫表單經過這幾年的推行與使用，各大專校院也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己

的 ISP 格式與執行方式，高師大資源教室於這兩年，經過一連串的蒐集資料、考量實際

使用狀況及本校學生屬性後，研發出一個 ISP 基本使用架構系統，希望藉由此架構的分

享，讓各校在推行 ISP 的過程中可有所參考或取用，提供學生服務的同時，也能依法有

據，保障權益。

貳、 ISP 架構介紹 

依據高師大資源教室推行個別化支持計畫的經驗與探究，將個別化支持計畫的擬定

與執行歸納出四大步驟與三大表單：

一、 四大步驟：蒐集→擬定→執行→檢討 

(一) 蒐集資料

在擬定每位學生的個別化支持計畫之前，必須先蒐集相關訊息，而這些訊

息的來源，便是從學生本人、學生家長、及前段教育階段的老師之中得知，另

外各校資源教室輔導員也會在入學前與家長聯繫，了解學生過去的醫療史與求

學狀況，也可從中得知家長對學校端的期待，藉此進行說明與初步的澄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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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高師大資源教室設計了四種蒐集資料之表單，稱為「特蒐四表格」，下個

段落中會詳細的介紹表格的內容與使用。 

(二) 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依據特殊教育法之規定，學校需擬定每位學生的個別畫支持計畫，以利協

助學生學習與發展。資源教室輔導員在蒐集資料後，經過彙整與整理，使用「特

執一表格」將相關資訊一一填入，此擬定完成之資料即為學生的個別化支持計

畫，再經由會議討論與檢視其計畫內容，說明學生障礙概況，了解學生學習與

生活需求，始成為提供學生協助的依據。 

(三) 執行個別化支持計畫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執行是一種沒有間斷的歷程，經由每學期召開會議來討

論與檢視學生的個別化支持計畫，形成會議記錄，並由資源教室開始提供學習

或生活上相關的支持服務，例如：安排學伴、任課通知、教室位置安排…等，

藉由連結校內各單位的支持與資源，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園期間的無礙學習

與環境。 

在執行的過程中，若發現執行上的困難或優點，也可以不斷的修正服務方

式，並將歷程記錄於計畫中，或寫成輔導紀錄，以利於未來進行個別化支持計

畫之檢討。 

(四) 檢討個別化支持計畫 

經過一個學期的執行，對於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內容必定有些需要調整或建

議之處，可能是需要再增加，也可能因為適應與學習狀況佳而減少協助，因此

我們會於學期末之際再次召開會議，與學生討論學期的學習與適應狀況，做為

新學期計畫調整之依據。 

二、 三大表單：特蒐四表格→特執一表格→特檢一表格 

(一) 特蒐四表格： 

1、 分類：（如表一所示） 

(1) 特蒐一：本表格由學生協助填寫，填寫項目包含： 

a.學生基本資料及家庭狀況、b.學生能力現況與需求評估、c.學

生需求調查表、d.前一教育階段所接受之服務項目、e.生涯輔導

規劃。 

(2) 特蒐二：本表格由家長協助填寫，填寫項目包含： 

a.家庭概況調查、b.學生能力現況與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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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蒐三：本表格由前段教育階段老師協助填寫，填寫項目包含： 

a.前一教育階段所接受之服務項目、b.以往在高中階段求學的狀

況。

(4) 特蒐四：本表格由資源教室輔導員於連絡家長時使用，其中項目包含： 

a.學生之現況評估、b.曾接受過之特教支持、c.未來的轉銜服務。 

表一：特蒐四表格

特蒐一

（學生）

a.學生基本資

料及家庭狀況

b.學生能力現

況與需求評估

c.學生需求

調查表

d.前一教

育階段所

接受之服

務項目

e. 生 涯 輔

導規劃

特蒐二

（家長）

a.家庭概況調

查

b.學生能力現

況與需求評估

特蒐三

（前一教育

階段老師）

a.前一教育階

段所接受之服

務項目

b.以往在高中

階段求學的狀

況

特蒐四

（輔導員）

a.學生之現況

評估

b.曾接受過之

特教支持

c.未來的轉

銜服務

2、 使用說明： 

藉由特蒐四表格對新生的資料進行收集，其所彙整的資料，可以協助

資源教室對學生的障礙概況及特教需求有初步的了解，進而擬定學生的個

別化支持計畫。而四表格之中有重複的項目，可讓輔導員再次檢核不同的

資料來源是否有其異同之處，從中更加了解學生的家庭背景與過往的學習

表現，有助於與學生或家長連繫時能更快建立關係。

(二) 特執一表格：

1、 其表單內容涵蓋三大部分，分別為：現況評估、特教支持、轉銜輔導，符

合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規定，運用本表單進行會議的召開，讓與

會人員得以從紙本資料了解學生的相關能力及需求，也同時說明資源教室

所提供相對應之服務內容，以期望讓學生在校期間的學習及生活適應獲得

協助。

2、 會議中討論之相關內容與調整，應隨時更新註記於特執一表格中，以利後

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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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檢一表格： 

在 ISP 的執行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臨時需要調整之突發狀況，除了依據學

生當下的需求給予適時的調整並記錄之外，在期末召開檢討會議，特殊個案亦

可邀請家長與系所相關人員一同與會，確保其合法性，更能正式的討論學生本

學期的需求狀況，完成一書面正式紀錄，提前為下學期的 ISP 執行建立模式。 

參、 案例分享 

一、 學習障礙學生： 

(一) 障礙概況說明 

個案家庭背景 106 年度入學新生，桃園人，主要照顧者為案母。 

障礙診斷 發展型學障、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學習狀況 

1.學業成績普遍低落，系上必修課程幾乎沒過，學習動機弱，

出席狀況差，生活自理能力差，會連課堂上課的日期與時間

都十分混亂。 
2.數理理解狀況弱，文句產出弱，在作文的撰寫上十分簡短。

英文能力不佳，翻譯所花費時間較長。 
3.人際互動狀況不佳，在班上獨來獨往，容易被同儕的玩笑話

激怒而生悶氣。 
4.服用專司達，但服藥狀況不穩定，影響作息，沉迷手機遊戲，

會慣性的說謊。 
5.社團活動表現佳，與課業學習成強烈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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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蒐四表格-1：學生填寫 （本案例之資料為家長代為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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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蒐四表格-2：家長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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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蒐四表格-3：前段教育階段老師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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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特蒐四表格-4：家長晤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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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特執一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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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特檢一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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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ISP 優缺點 

經過高師大資源教室這兩年的表單運用，在執行個別化支持計畫上，有以下幾點心

得分享： 

一、 優點： 

(一) 特蒐四表格： 

1、 提供四種不同來源的蒐集資料方式，在運用上十分彈性，所得到的資料也

十分多元與完整。若因時間緊迫，可以選擇最適合個案的資料蒐集方式，

例如可先使用單一表單進行電話訪談，在短時間內對個案的整體樣貌有基

本之認識。 

2、 與特執一表格的重複性高，可以減少撰寫的時間，將現有資料直接填入。 

3、 協助資源教室可加速擬定個案 ISP 內容，及早召開 ISP 會議，提供學生相關

服務。 

(二) 特執一表格： 

1、 本表格為每學期間提供服務的主要依據，經由會議討論，取得相關人員之

共識，形成會議記錄，依據 ISP 內容而提供服務。 

2、 綜合相關資料彙整而成，詳實記錄學生在校期間所接受的服務狀況，以利

下一階段的轉銜輔導。 

(三) 特檢一表格： 

藉由每學期的檢討會議，讓學生去回想這學期的學習狀況，是否有不足之

處，而資源教室可以從哪些角度去進行協助，事先為下學期的 ISP 內容進行

安排與規劃。 

二、 執行面的困難與未來調整 

(一) 運用紙本填寫的情況下，回收狀況較不易掌握，需再花費人力進行電話提醒，

請家長協助寄回，若可結合電子化處理，將可使 ISP 表單的執行與資料回收更

加方便上手。 

(二) 文書處理時間較為冗長，會前準備階段會花費較多時間在整理資料及輸入資

料。 

(三) 不同學制之學生無法概括處理，但可搭配輔導聯繫紀錄，完成不同學制學生之

ISP 並提供服務。 

 
  

36 



伍、 結語

在大專階段，就讀的特殊需求學生的人數越來越多，制定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必要性

也愈趨重要，然而因應大學體制的特殊性，該如何制訂與執行 ISP 顯然成為各資源教室

的重大議題，高師資源教室藉由此次機會，提供本校運作經驗與 ISP 表單，期能有效幫

助大專 ISP 的運作能夠更加順暢，提供學生更加實質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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