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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in six main cities (New Taipei, Taipei, 

Taoyuan, Taichung, Tainan, Kaohsiung). 

Researcher focus on 106 academic years analyzing secondary databases including Special 

Education Transmit Net,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i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pecial Needs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 (SNELS) and reference within 10 years, developing five-dimensional 

seven-oriented inclusive education indicators (set rate, identification rate, special teacher 

qualification rate, student-teacher ratio, special education funds, supportive services,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than analyzed and compared it objectively.   

This study reviews six main cities current inclusive education power as a retrospective and 

forward-looking perspective for Taiwan's inclusion of educatio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Keywords: Inclusive education, National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Six main cities, 

Cross-county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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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義務教育階段融合教育力指標分析之初探研究－ 
以六都為例 

 

曹祐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班 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六都（新北、臺北、桃園、臺中、臺南、高雄）國民義務教育階段

融合教育之實施成效。研究者以 Kauffman 與 Hallahan（2011）針對聯合國締約國進行之跨國

比較架構為基礎，標評估臺灣整體教育、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現況後，透過特殊教育統計年

報、教育統計查詢網及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SNELS）等次級資料庫為數據來源，以 106

學年度之統計數據與近十年融合教育文獻為參考統整出五向度七面向融合教育指標（設班率、

鑑出率、特教教師合格率、生師比、特教經費、支持服務、教師專業成長）進行個別間與個

別內分析比較，並透過問卷調查和訪談客觀評析六都融合教育力之現況，作為臺灣推展融合

教育二十餘年之回顧與前瞻。 

研究結果顯示（一）特教設施與人員設置部分：臺北在學習環境的融合程度最為普及、

生師比最低；（二）鑑出率部分：高雄身心障礙學生鑑出率高於其它五都，但仍須考量六都間

特教鑑定工具切截標準與流程的地域性差異；（三）師資品質與專業成長：臺南特教教師合格

率最高且與新北差距最大，而臺北所能提供之教師專業成長資源明顯多於其它五都；（四）特

教經費部分：六都皆能符合特教法編列高於地方年度預算 5%之規定，其中臺中挹注經費最多，

此外全國每生每年特教成本約十五萬九千元，十年間成長約 28%；（五）支持服務部分：新北

在專業團隊與教師助理員的支持程度最高，高雄則與其它五都差距較為明顯。 

研究者依據上述結果提出若干建議與限制，以供實務、研究、通報網、中央與地方教育

主管機關在政策評估、制定、執行、成效檢討與改進等面向參考，並作為融合教育政策推動、

修正之依據。 

 

關鍵詞：融合教育、國民義務教育階段、六都、跨縣市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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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個國家的文明開展程度與社會進步與否可透過特殊教育的發展與落實窺知一二。近年

來在國際間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的理念與落實透過社會倡議與政策的擬定漸漸成

為特殊教育發展的趨勢與重要衡量指標（黃彥融、盧台華、王麗雲，2018）。 

薩拉曼卡宣言（UNESCO，1994）第一章特殊需求教育新思維中提及：在許多國家的經

驗中顯示，要融入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兒童與青年最好的方式是設立服務所有社區中孩童的融

合學校，以使能達到最完整的教育過程與學校的融入。此外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也揭示融合

概念的重要性：身心障礙者可以於自己生活之社區內，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融合、

優質、免費之小學及中等教育，締約國應使身心障礙者能夠學習生活與社會發展技能，促進

其充分及平等的參與教育及融合社區（CRPD，2006）。由此可知，融合教育的理念與教育平

權的推展是當前國際社會的共同認知，各個國家在此方面的倡議與行動不遺餘力。 

Peters（2004）指出，相較於隔離式計畫，融合教育更具成本效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

世界銀行透過其具影響力的政策，來要求各國政府限縮抽離情境的特教服務，轉而提倡特殊

學習者的融合式教育，因其費用較低。Kauffman 與 Hallahan（2011）從國家層級以分類學的

方式針對聯合國締約國發展了三層級的教育分類系統，用以進行各締約國間融合教育的跨國

比較，三層級分別為（一）國家教育系統發展分類、（二）特殊學習者教育服務分類、 （三）

融合教育服務分類，為國際間衡量融合教育發展程度提供了良好的比較基礎。 

臺灣於 2009 年大幅修訂特殊教育法，其第 18 中條明確指出，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

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精神。該法首度將

融合教育正式納入國家法令層級，但臺灣推動融合教育的起點最早可回溯至 1997 年訂定特教

法時所提及「最少限制環境」的精神（洪儷瑜，2001）。從歷史發展觀之，臺灣融合教育推展

至今二十餘年，若欲窺知融合教育推動成效尚須更多研究探究，是為當務重要議題亦為本研

究之背景與目的。本研究試圖透過次級資料庫現有數據，針對國民義務教育階段融合教育現

況進行指標分析，以做為融合教育績效之回顧與前瞻。 

貳、融合教育的意義、發展與績效 

一、融合教育的意義 

融合教育是基於身心障礙者的社會正義、人權與平等主張，重視身心障礙學生參與普通

教育中學習活動的權利，展現出關懷、接納與行動的教育實踐。過程中強調普通教育及特殊

教育的通力合作，在學生、班級、教師、學校、社區甚至不同的社會文化間形塑出和諧共存

的核心價值與共榮環境，以達到社會正義、多元尊重與包容關懷的教育精神。（黃彥融等，2018；

于承平，2016；顏瑞隆，2014；吳武典，2013；洪儷瑜，2001）。由此可知，融合教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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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內隱的教育精神典範與外顯的社會行動和教育實踐，是一種兼具觀念演化與行動改革

的教育建構。 

以國內來說，該議題的探討在政治、社福、法律、人權、醫療、教育、心理、經濟等不

同學門領域間方興未艾；就國際而言，融合教育是聯合國宣示的普世價值，各締約國透過法

律的制定與政策的落實推展之（黃彥融等，2018），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二、臺灣融合教育發展進程 

臺灣推動融合教育的歷史可依循著特殊教育的發展與法規制定的進程一窺究竟。參酌國

內學者（洪儷瑜，2014；吳武典，2013）歸納的歷史進程，研究者依照年代先後與立法的時

代意義初步劃分為以下階段： 

（一）醞釀期：肯定受教權利 

1984 年首度頒布《特殊教育法》，為特殊教育政策之基礎，在此法案中以法律的高度首

次肯定了身心障礙學生在形式上接受教育的權利。然此階段並未明定教育安置場域，僅在支

持服務部分提到學業、生活與職業輔導的協助。但此階段保障了身心障礙學生受教育的權利，

並且將障礙思維從醫療照護模式升級到教育模式，可謂一大進展。 

（二）萌芽-成長期：普及特殊教育 

1997 年修訂《特殊教育法》，其中第 13 條將主動發掘學生特質與鑑定的概念納入其中，

並提到特殊教育的安置應以滿足學生學習需要為前提，以「最少限制的環境」作為原則。及

至 1998 年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的頒布，納入不同形式的安置型態，首度將資源班型態正式入

法，並於 14 條中第 2 項提出「酌減班級人數」概念，亦強調安置的適性、社區化與普及性，

為融合教育的實施奠定良好的基礎。 

此外，為了使資源教室普及化，於 1998 年擬定「發展與改進特殊教育計畫-加強身心障

礙學生教育五年計畫」，鼓勵各縣市增設資源教室，至此達到身心障礙學生在普通環境受教與

特殊教育普及化的目標（洪儷瑜，2014），蓄積融合教育能量。 

（三）茁壯期：負責任的融合教育 

2009 年為因應時代變遷與國際趨勢，特殊教育法進行較大幅度的修正，其中第 18 條明

確指出，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

無障礙及融合之精神。「融合」一詞在此取代「最少限制的環境」，以更全面、積極的行動朝

向推動融合教育的方向邁進。新特殊教育法中第一章聚焦談論特殊教育支持系統、第 44 條談

建立教育行政支持網絡、第 45 條談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等，在在顯示推動融合教育與特

教精緻轉型的決心。根據特教通報網統計資料顯示，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情境的比例逐

年提升，以 106 學年度為例，國民小學階段身心障礙學生 40,741 人，安置在一般學校接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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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教育的人數 40,142 人（佔 98.53%）；國民中學階段為 27,180 人，其中 26,306 人（96.78%）

安置在一般學校，充分展現出落實融合教育精神的努力與成果。 

綜上所述，臺灣融合教育的歷史歷經上述醞釀、萌芽-成長、茁壯等階段的漸次開展與充

實，亦能與吳武典（2013）所稱臺灣特殊教育歷史的發展階段啟蒙植基、實驗推廣、法制建

置、蓬勃發展與精緻轉型期相呼應。 

回顧融合教育二十餘年的演進，無論是在行政立法、鑑定安置、課程教學、師資培育、

支持系統、經費充實、跨專業合作等向度皆有長足進步，依循著國際的共同理念與腳步，臺

灣的融合教育持續演化中且具有本土的文化特色，在與世界同步之時，我們也應該依循著自

己的文化歷史脈絡，發展客觀公正的評量指標來衡量融合教育的執行成效，以績效責任的概

念深化負責任的融合教育並達到反思內省、鑑往知來的目的。 

 

三、臺灣融合教育績效－三層級教育系統分類指標 

黃俊傑（2000）指出，教育資源的挹注需要根據績效來評估決定，而在許多高度開發中

的國家，績效責任制度（accountability）是政府推行與檢核政策的關鍵考量，用以提升教育

政策與教學實施的效能考量並讓教育當局與教育工作人員為教育共同負起責任。 

研究者參照 Hallahan（2011）所提出的國家三層級教育系統分類指標，初步檢視臺灣 106

年度國民義務教育階段（一）國家教育系統（二）特殊教育系統及（三）融合教育系統分類

指標與發展現況，如下表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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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2 可知，國家教育系統七大項分類指標中，臺灣在初等教育淨入學率、中等教育

淨入學率、初等教育最末年畢業率、成人識字率、國民人均總收入等五項指標達到已發展中

國家程度；生師比屬發展中國家程度；求學期望年限仍屬受限制程度。而在特殊教育系統指

標覆蓋率部分已達到擴展程度；特殊教育融合程度指標已達到高層級。 

綜評之，臺灣在 Hallahan（2011）跨國比較的三級分類架構下，國教階段內整體教育、

特殊教育與融合教育三大系統的發展與聯合國締約國間的跨國評比相較，整體教育系統趨近

發展中-已發展、特殊教育達到擴展程度、融合教育則具高層級水準，能顯示出臺灣融合教育

在跨國比較指標上的整體現況與水平。 

反觀國內，研究者回顧近十年來本土融合教育相關文獻，發現相同教育階段內與不同教

育階段間所探討的融合教育議題各異其趣，但缺乏本土代表性的整體融合教育指標，因此本

文擬藉由目前所累積的次級資料庫數據與文獻資料，從鉅觀視角出發，試圖針對融合教育指

標分析進行初步探究，以檢視臺灣推動融合教育之現況與成效。 

参、研究方法與融合教育指標 

一、研究方法與對象 

根據特教統計年報及教育部統計處資料顯示，臺灣 106 學年度國民義務教育階段總人口

數為 1,146,679 人，一般學校特殊教育服務人口數為 66,384 人（教育部，2017）。本研究以資

料分析法分析 107 年度出版之特教統計年報，以一般學校中特殊教育的服務人口為主，採立

意取樣方式選取六都（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作為研究對象，

因直轄市之設立須符合人口聚超過 125 萬人以上並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皆有

重要性始得設置（地方制度法，2016），以六都總人口為母群體能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此

外並透過問卷調查與訪談針對六都特教中心主任或業務承辦人瞭解資料分析與現況之符合程

度。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蒐羅十年內經同儕審查之融合教育文獻並根據教育部特殊教育統計年報、教育統

計查詢網及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SNELS）資料嘗試比較與分析現行統計數據，試圖讓

統計資料說話，以客觀分析六都融合教育執行現況。 

其中特殊教育統計年報於民國 88 年首刊，107 年度出版刊數為第 20 刊，資料包含 106

年度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校（班）、學生、教師、支持服務、經費與研習五大部分，本研究

以該年報為主，其餘次級資料庫為輔，分析六都在國民義務教育階段融合教育之實施成效，

並發展臺灣整體融合教育成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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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合教育指標 

研究者彙整國內目前探討融合教育指標的文獻後發現各指標的歧異性懸殊，整體而言，

可將指標分類為（一）特殊需求學生情形（二）特殊教育行政與措施（三）特殊教育歷程與

成果等三大項目，但各變項間紛雜且統整難度高（詳見表 3）。故參酌前述現有次級資料庫的

統計資料，歸納出五大向度七大面向的融合教育指標（詳見圖 1），各指標的定義與選用理由

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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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融合教育力指標架構圖 

 

（一）環境與人員設置： 

1.設班率： 

王天苗、黃俊榮（2011）分析各國身心障礙教育指標時指出聯合國（2007）將設班率列

入衡量指標，藉此得知一個國家提供特殊教育服務的普及程度。本研究之設班率指國中小不

分類身障資源班班級總數佔普通班班級總數的百分比，排除特教班及特教學校以做為評估物

理環境是否達到無障礙與融合的關鍵指標。 

2.生師比： 

聯合國（2007）、英國教育部、日本文部科學省（2009）皆將生師比列入統計指標進行分

析，藉此得知每位特殊需求學生所接受特教師資資源多寡。本研究之生師比指義務教育階段

每位不分類身障資源班特教教師平均個案管理的學生總數（具鑑輔會鑑定通過身分者）。目的

在評估人力資源分配的公平程度，以作為融合教育推展是否有效的指標。 

（二）鑑出率： 

聯合國、美國、英國、日本與臺灣所出版之教育統計年報中皆調查身心障礙學生的鑑出

率（王天苗等，2011），因該指標能作為特殊教育需求人口統計與資源分配是否合理的評估依

據。本研究之鑑出率指國民義務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總數佔全體學生總數的百分比。用以

分析六都各學校落實零拒絕概念與主動鑑定以滿足身心障礙學生教育需求的程度。  

（三）支持服務： 

黃彥融（2018）發展融合教育政策評估問卷並經過信效度考驗，指出專業團隊服務是我

國融合教育政策評估的重要指標，可做為評估融合教育成效的依據。本研究所稱支持服務為

專業團隊申請人數及教師助理員服務人次佔所有身障學生總數的比率，藉此顯示每生平均獲

得專團項目數與教助服務人次，以比較六都提供支持服務的差異性並作為衡量在資源支持與

融合教育政策落實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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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兩項支持服務的統計數據不因障礙類別而受限，故本研究僅採用此兩項統計數

據而暫排除視障有聲書、感官或肢體障礙輔具借用率等針對特定障別的統計數據。 

（四）特教經費： 

特教法第 30 條指出，各級政府應按年從寬編列特殊教育預算，在中央政府不得低於當年

度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四點五；在地方政府不得低於當年度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五，地方政

府編列預算時，應優先辦理身心障礙學生教育（教育部，2018）。本研究之特教經費指地方教

育主管機關 106 年度編列之特教經費在該都市當年度預算中的佔比，以評估地方政府在特教

經費上的保障與公平程度。 

（五）特教師資品質 

于承平（2016）指出，要推動高品質的融合教育需強化融合教育教師的供需配合與專業

發展，在提供特教服務上，教師的專業資格與品質是衡量融合教育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本

研究所稱特教師資品質包含下列項目： 

1.特教教師合格率： 

特教法第 17 條指出特殊教育學校（班）、特殊幼稚園（班），應依實際需要置特殊教育教

師、相關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特殊教育教師之資格及聘任，依師資培育法及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之規定（教育部，2014）。本研究之特教教師合格率指具合格證書或資格之特教教師（包

含正式與代理）佔身心障礙類特教教師總數的百分比。 

2.教師專業成長： 

融合教育發展中的理念與實務做法需要透過持續專業精進與更新方可順利推動，因此需

不斷培育融合教育的師資（于承平，2015）。以此為指標可以看出各縣市主管機關提供教師專

業成長資源充實度及教師本身的精進程度。依據特教法第 15 條指出為提升特殊教育及相關服

務措施之服務品質，各級主管機關應加強辦理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人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教

育部，2014）。本研究之教師專業成長指各縣市特教教師平均所能參與當年度所舉辦之特教研

習的場次數。 

綜上所述，本研究研擬五大向度七大面向作為評估六都融合教育績效的指標，以期能代

表 106 年度臺灣整體性融合教育執行之成效，並對政策規劃、制定、執行、成效評估與改進

有所貢獻。 

肆、六都融合教育力之比較分析 

一、融合教育力 

為使公正客觀評析六都 106 年度融合教育成效，本研究參酌由親子天下雜誌所舉辦自

2010 年起每兩年一次的縣市教育力調查，該項調查採分層法抽樣法針對縣市首長、教師、校

長、家長代表及行政院主計處、教育部統計資料、特殊教育統計年報、全國性相關競賽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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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與專家評比等項目資料，客觀分析各縣市整體教育現況與執行成效，以作為施政滿意度

與教育政策檢討的方針。 

本研究以圖 1 之融合教育指標架構圖為構念，分析六都在五大項度七大面向表現情形，

作為評估六都「融合教育力」之依據。 

 

二、六都間融合教育力指標比較分析 

研究者依循前述融合教育指標之操作型定義，透過次級資料庫的數據蒐集、整理與分析，

將融合教育力七大面向指標的統計資料彙整如下表 4 並逐項比較分析。 

（一）環境與人員設置： 

根據數據顯示，六都中設班率最高者為臺北，其次依序為高雄、新北、桃園、臺南、臺

中。顯示臺北在融合教育的環境設施中，資源班的班級設置率最普遍，其國中小不分類身障

資源班班級數共 358 班，班級設置率達 5.14%，其他五都則介於 2.85%~3.77%間。 

在生師比部分，六都中比率最低者為臺北，為 6.37，其次依序為臺中、臺南、新北、高

雄、桃園，分別介於 7.5~12.18 之間。 

（二）鑑出率 

在身心障礙學生鑑出率部分，六都中鑑出率最高者為高雄，達 4.30%，其次依序為桃園、

臺北、臺南、新北、臺中。整體而言六都國中小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的鑑出率約介於 2.8%~4.3%

之間，106 年度平均鑑出率約為 3.5%，但各都仍有個別間差異。 

（三）支持服務  

1.專業團隊服務 

在支持服務-專業團隊部分，六都中該項服務提供程度最高者為新北、其次依序為桃園、

臺北、臺中、臺南、高雄且前兩都與其他都市存在明顯差異。以新北為例，平均每位身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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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並獲得約 1.01 項專業團隊服務項目，其它五都則落在 0.9~0.08 項之間。  

2.教師助理員服務 

在支持服務-教師助理員部分，六都中該項服務提供程度最高者為新北其次依序為臺北、

臺中、桃園、臺南、高雄。以新北為例，平均每位國中小不分類身障資源班學生獲得 0.4 人

次的教師助理員服務，而其他五都則落在 0.38~ 0.11 人次之間。 

（四）特教經費  

在 106 年度特教經費部分，六都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挹注最多經費者為臺中其次依序為桃

園、高雄、新北、臺北、臺南。在經費部分皆達到特殊教育法的規定未低於地方年度預算 5%，

顯示在地方層級，六都皆依循特殊教育法及融合教育的理念優先編列特教預算。 

（五）特教師資品質 

1.特教教師合格率 

在特教教師合格率部分，六都中最高者為臺南、其次依序為桃園、高雄、臺中、臺北、

新北。各都合格率皆在八成以上，其中臺南、桃園、高雄、臺中合格率皆在九成以上，臺北、

新北達八成以上。 

2.教師專業成長 

在教師專業成長部分，六都於 106 年度平均所能提供給特教教師參與的特教研習場次最

充足者為臺北約 89.87 場次，其次依序為臺中、桃園、臺南、高雄、新北，介於 68.25~24.26

場次間且各都個別間差異明顯。 

 

三、六都內融合教育力指標比較分析 

研究者進一步針對六都內各指標統計情形進行分析，並彙整成圖 2 如下所示。 

圖 2 六都融合教育力指標積分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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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都融合教育力積分累計 

為使各項融合教育力指標方便以數據及圖表方式呈現，研究者針對七大面向指標賦予數

字上的量化意義。在單項指標中表現最為優異的都市採計六分，其餘依照該項表現高低順序

逐次遞減一分，如遇同項同分則擇優共同採計較高之積分，以此方式累計積分，可瞭解六都

內各指標表現分布狀況並以利於繪圖方式呈現。 

（二）臺北市 

臺北市在此次六都融合教育力指標分析中顯示在設班率、教師專業成長等指標為個別內

表現最佳，教師助理、鑑出率、專團服務、生師比次之，特教經費、教師合格率則為個別內

相對弱勢。 

（三）新北市 

新北市在此次六都融合教育力指標分析中顯示其專業團隊、教師助理員服務表現為個別

內最佳，該市在此兩項目的人力支持度最優，其次依序為設班率、特教經費、生師比、鑑出

率，此外在教師合格率與教師專業成長部分為個別內相對弱勢。 

（四）桃園市 

桃園市在此次六都融合教育力指標分析中顯示其在鑑出率、教師合格率、專團服務、特

教經費等向度皆為個別內最佳，各分項指標的一致性亦為為六都中最佳，其次為教師專業成

長、設班率、教師助理員服務，生師比則為個別內相對弱勢。 

（五）臺中市 

臺中市在此次六都融合教育力指標分析中顯示其在 106 年度特教經費的挹注居六都之冠，

為個別內優勢，其次依序為生師比、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助理員服務、教師合格率、專團服

務，而鑑出率與設班率則屬個別內相對弱勢。 

（六）臺南市 

臺南市在此次六都融合教育力指標分析中顯示其在教師合格率的表現居六都之冠，為個

別內優勢，其次依序為生師比、鑑出率、專業成長、專團服務、教師助理員服務、設班率，

此外在特教經費則為個別內相對弱勢。 

（七）高雄市 

高雄市在此次六都融合教育力指標分析中顯示其在身心障礙學生的鑑出率屬六都最高，

為個別內優勢，其次依序為設班率、教師合格率、特教經費、生師比、教師專業成長，而專

業團隊、教師助理員服務的支持程度則為個別內相對弱勢。 

 

四、六都特教資源中心問卷調查與訪談 

研究者將上述各融合教育現況之比較結果製成初步報告並設計五等第式符合程度問卷調

查表，邀請六都國民義務教育階段特教資源中心主任或業務承辦人協同檢核以了解該結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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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都 106 年度現況的符合程度，以提升本研究之外在效度。 

（一）量化資料部分： 

本問卷調查表依照七大面向融合教育力指標請填表者勾選所服務都市融合教育現況之符

合程度（包含完全不符合、有一點不符合、一般、大部分符合、完全符合共五等第），各指標

符合程度如下圖 3 所示。該圖顯示六都融合教育現況與本研究統計資料之符合情形，填表結

果多介於一般至大部分符合之間，少部分勾選完全符合及有一點不符合，且未有勾選完全不

符合之選項，由此可知該數據能一定程度反映各都融合教育實施情形。  

圖 3 六都融合教育力指標符合現況程度調查表 

 

（二）質性資料部分 

本問卷調查設計有說明欄位，請填表者針對勾選「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等選項者

進行補充說明，並針對有需求的填表者進行進一步的電話訪談或信件交流，以利充分蒐集質

性充實資料，藉此深入了解各指標的適用性與實務層面相關議題，茲將相關質性資料及訪談

結果統整如下： 

1.教設施與人員設置 

(1).設班率部分，部分填表者反映因轄地幅員廣大目前規劃優先設立巡迴輔導班為考量，可能

影響設班率。 

(2).生師比部分，填表者建議可同時觀看普通班內有身心障礙學生之班級及資源班之生師比更

能體現融合教育情形。 

2.鑑出率 

(1).填表者反映若具特殊需求學生在普通班級內被充分照顧且適應良好因而未經鑑定，是否也

能代表融合教育力較高。 

(2).部分都市經鑑定但未通過的疑似生仍提供其特殊教育相關服務，若未包含是否可能導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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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反映出融合教育實施全貌。 

3.師資品質與專業成長 

(1).特教教師合格率部分，建議可從不同教育階段來分析，因不同階段員額編制略有不同。此

外有可能受短期代課人力如育嬰、產假、進修等影響。 

(2).專業成長部分，填表者表示辦理研習之場次能多大程度顯現融合教育實施情形仍需進一步

考量研習參與程度或其他更細緻的面向，如應包含普通班教師參與融合教育研習的數據統計

分析。 

(3).整體而言，填表者認為師資品質亦受到不同師資培育機構培育過程等複雜因素的影響甚深

而有所差異。 

4.特教經費 

部分填表者建議研究初步結果可同時寄發至各縣市特殊教育科，以利反映特教經費、設

施與人員設置等部分指標之現況，作為政策擬定或經費編列之參考。 

5.支持服務 

部分都市表示因經費有限影響特殊需求學生可獲得的服務項目，希望能藉由本研究結果

代為表達。 

綜上所述，經本研究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填表者能依定程度地認同以

融合教育力指標為架構，反映各都融合教育推行現況，並能針對分項指標提出更細緻與實務

的建議與討論，以作為持續補充或修正的依據。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嘗試以現有文獻為參考架構並以次級資料庫為數據來源發展融合教育指標，針對

106 年度臺灣六都進行融合教育力之跨縣市比較，茲依前述內容提出五大向度指標之討論如

下。 

 

一、特教設施與人員設置 

包含設班率、生師比兩大指標，以臺北（5.14%）呈現出最普及的融合學習環境，最能在

物理環境層面體現融合教育中讓身心障礙學生在普通環境一同參與學習的目標，亦最能充分

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2006）與薩拉曼卡宣言（UNESCO，1994）所提及在社區

中設施設置完備的融合學校學習之精神。相較之下，臺中（2.85%）、台南（2.90%）設班率

在六都中相對較不普及，在環境的融合上有增進的空間。 

生師比部分，臺北（6.37）為六都中生師比最低的都市，顯示臺北身心障礙學生能受到

較為充足的特教教師人力支持，相較之下桃園（12.18）生師比為六都中最高，特教教師的學

生個案管理負荷量屬六都中較重者且與臺北差距甚大。整體而言，顯示六都間在師資資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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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公平性與特教教師員額編制、人事經費編列成本齊一性尚未趨同，仍有調整與改善的空

間。 

二、鑑出率 

高雄（4.30%）鑑出比率高於其他五都，體現融合教育指標中針對特殊需求學生主動鑑定

與零拒絕的精神，但值得留意的是仍須考量六都間特教鑑定流程與工具切截標準所存在的地

域差異性，在解釋時尚須參酌各縣市鑑輔會所訂定之鑑定流程與基準慎重歸納與推論。 

此外，整體而言六都國教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的出現率約介於 2.86~4.30%之間，平均為

3.57%，在數量上與英國教育部 2.8%（DCSF，2008）、日本 2.3%（日本文部科学省，2009）、

OECD 公布之身障兒童（如智障、聽障、視障等）中數比率 2.6%、顯著學習困難兒童（如學

障）中數比率 3.5%相差不大（OECD，2007），但與美國 9.2%（OSERS，2009）相較則落差

明顯，可能為鑑定基準差異之影響（引自王天苗，2011），但能顯現出六都在鑑定、安置與零

拒絕理念的落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識。 

 

三、特教師資品質 

臺南（95.28%）特教教師合格率最高，顯示其在人才進用上尊重特教師資專業的程度最

高，而新北（82.67%）與之落差約 13%，在教師合格率的機制上宜多加留意並提高特教專業

教師提供教學服務的比例，以確保適性化教學與推展融合教育的成效。 

教師專業成長同屬人力資源品質的指標，在六都的數據資料中顯示出臺北（89.87）大幅

超前，有最充足的專業成長資源，值得其它都市借鏡，可納入未來政策、增能計畫、在職訓

練的考量方向。 

 

四、特教經費 

六都地方教育主管機關皆依循中央法規編列高於地方年度預算 5%的特教經費，其中挹注最

多者為臺中（6.9%，共 3,346,388,043 元）。此部分顯示在國家法令的規範下六都皆能保障特殊需

求學生基本教育成本，但經費多寡與服務品質之間的關係則有待完整的研究進一步分析。 

此外，研究者以 106 年度全國特教總經費（共 234,35,233,382 元整）為總數計算全國特

教生（共 151,945 人）之每生特教平均成本，粗估約為 159,577 元整，相較於 96 年度全國每

生特教平均成本 124,078 元成長了約 28%，由此可觀 98 年特教修法後對特教經費保障程度正

面實質的影響。 

 

五、支持服務 

新北在專業團隊（1.01 項）與教師助理員服務（0.40 人次）支持程度皆為六都中為較高

者，顯示出教育系統與跨專業團隊系統間的合作較為頻繁且有較充足的經費支應其費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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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在專業團隊（0.08 項）與教師助理員服務（0.11 人次）則與其他五都落差較為顯著。 

由於教育與醫療、心理輔導及社會福利等系統間跨專業合作確有必要，此指標亦可作為

連結外部資源緊疏的參考，可供各都市作為資源分配與整合的評估指標。 

陸、研究建議與限制 

綜上所述，以六都融合教育力作為臺灣整體推動融合教育執行成效的角度觀之，研究者

提出以下層面研究建議與限制： 

 

一、研究建議 

（一）實務層面 

1.精確監控特教經費成本效益 

本研究顯示各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所編列之特教經費差異甚大，如何使有限的經費對接身

心障礙學生之特殊需求，讓有限的經費精準的支出，須從成本效益來做通盤檢核。建議經費

收支部分載明經費細目與額度，確切掌握教育成本，取代目前特通網概括式的年度總金額，

並做為評估成效與預算編列的依據。例如當前統計年報的數據資料無法計算各縣市的每生特

教成本，亦無法比較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兩大類族群的經費使用概況，對經費使用成效評估

較為不利。 

2.落實資源分配的公平正義 

特教教師作為第一教育現場執行融合教育的主力，在融合教育政策明確的前提之下，建

議弭平各都之間生師比、教師合格率的落差，透過合理的員額編制及教師進用制度減少非專

業正式與代理教師的比例，使各都身心障礙學生皆能接受同等專業、資源平均的特教服務，

既符合個別化的需求也能顧及資源分配的公平正義。此外也應提供特教教師系統性的專業成

長與進修空間，確保師資品質以因應融合教育不斷演化的趨勢。 

（二）研究層面 

1.整合與發展本土化融合教育成效指標 

本研究顯示臺灣目前融合教育的分析指標歧異性相當高，間接提高了融合教育成效評估

分析的難度。建議研究社群可以透過學術研討會形式，參酌聯合國等組織所研議的向度共商

合適齊一的本土化成效指標，方能在符合在地文化的條件下評量本國成效同時亦可提供國際

組織進行跨國比較的資料基礎。 

（三）特教通報系統層面 

1.增列普通教師參與融合教育之統計 

研究指出融合教育成功的關鍵，在於一般學生的接納態度，而普教教師是影響特殊需求

學生在校適應的關鍵人物（張蓓莉，2009）。但目前特教統計年報中缺乏該關鍵向度的統計資

2019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33



料，建議以普教教師為對象，統計每年度參與特教相關研習人次與時數，或以學校本位的模

式統計各縣市在特普合作方面的實施情形，如合作教學、入班支援教學、特普社群建立等項

目的發展情形，以作為分析的數據來源並使指標的可信度與當前研究相符。 

（四）教育主管機關層面 

1.建立長期追蹤、分析機制 

統計資料的價值在於數據能進行跨年段的分析比較並作為政策評估與修正的依據。建議

教育部與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搭建可長期追蹤與分析的網路平台以利分析融合教育的執行成

效。可透過擬定融合教育白皮書或納入各縣市特教評鑑指標著手，既可作為各縣市的成效評

估又可彙整成全國推展融合教育成效的數據來源。 

 

二、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以方便取樣採用之次級資料庫數據僅針對統計結果進行分析與比較，因此無法

完整精確掌握統計過程中資料來源與歷程的正確性與誤差，解釋宜謹慎。 

（二）本研究囿於次級資料庫本身蒐集與分類的限制，僅就現有數據統整歸納出五向度七面

向融合教育指標，可能未涵括其它部分重要的融合教育指標如課程教學等面向，此外目前統

計資料尚未建立更細緻的數據分類，因此對指標的完整性與結果的應用造成限制。 

（三）本研究以六都國民義務教育階段資料為主，作為代表臺灣融合教育執行成效之依據，

不宜過度推論至所有教育階段，亦無法代表其他縣市融合教育之全貌，推論宜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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