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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urrent placement trend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the way of budgeting 

from the compilation of literatures, and analyzes the contents of the final accounts from Kaohsiung 

Cheng Gong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School, New Taipei Municipal New Taipei Special School 

and National Keelung Special School. These funds of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are discussed,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counting methods of special education funding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issues of 

special education funds. Then,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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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安置趨勢及經費編製之探討－從三所以 
重度認知障礙學生為主的特殊教育學校決算書談起 

 

黃慈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學生 
 

摘要 

本研究從中外文獻整理中探討當前特殊教育的安置趨勢及經費編列的方式，並將高雄市

的成功特殊學校與新北特殊學校及國立基隆特殊學校之決算書內容進行分析，期能從中了解

三所的特殊教育學校經費編列的情況，並從國內外特殊教育經費計算的方式來探討特殊教育

經費編列的問題，進而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決算書、特殊教育學校、教育經費、學校財政、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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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民國 108 年所修編的「特殊教育法」第九條中，明訂各級政府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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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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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育部，2019）。我

國早在民國 88 年所公布的「教育基本法」中的第四條便明文規定，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

群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與特殊性，依法律予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教育部，1999）。從法

的訂定來看，我國的身心障礙學生在教育經費的使用上確實有相當的保障，然而，在第一線

工作的特殊教育基層教師卻常常抱怨教育經費不足（楊翎灝，2011）。因此，本研究想藉由分

析三所特殊教育學校的決算書，深入探討特殊教育學校整體發展與經費運用的情形，以及是

否適用於當前的教育趨勢。 

貳、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先討論我國特殊教育發展的歷史及目前的趨勢，接著從教育機會均等與教育資

源分配均等來討論教育經費分配的適足性，亦進一步從國內外特殊教育經費的編列情況與近

年來特殊教育學生安置情形的變化來探討特殊教育經費的編列的情形與合適性。 

 

一、我國特殊教育發展的近史 

    吳武典（2013）整理文獻指出，我國的特殊教育發展，從一開始的啟蒙植基期（1962年

以前）開始，歷經實驗推廣期（1962-1983年）、法制建置期（1984-1996年）、蓬勃發展期

（1997-2007年）、精緻轉型期（2008年至今）五個時期。在啟蒙植基期，主要是由私人興辦

特殊教育學校，之後在實驗推廣期階段，則創設了不少在普通學校當中的特殊教育班級。在

法制建制期，於1984年第一次制定「特殊教育法」，接著進行特殊教育普查，並以普查結果訂

定「發展與改進特殊教育五年計畫」，除擴大特殊教育服務對象及增設特殊教育學校外，亦著

重提升特殊教育服務品質。到了蓬勃發展期，「特殊教育法」又進行修訂，除了增加特殊教育

服務對象的類別外，並要求設置特殊教育行政專責單位、保障特殊教育經費、身心障礙之國

民教育年齡層向下延伸到三歲、強調學制、課程與教學的彈性、落實最少限制環境及提供相

關專業服務等。2001 年推動「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計畫」，協助完成九年國民教育

之身心障礙學生自願、免試、就近升學高中職。除此之外，亦積極鼓勵身心障礙學生進一步

升學至大專院校就讀。目前進入了精緻轉型期階段，2009年教育部又再次修訂「特殊教育法」，

在策略上明確顯示朝向融合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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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秋玲（2018）綜合不同國家融合教育的做法指出，當前世界各國教育政策的趨勢之一，

即是推動融合教育，而其可從發展普教和特教教師的專業性、科技融入社交學習、「通用設計」

（全方位設計）之運用、特教經費的妥善分配以及法令規範權益等方向的努力，來達到融合

教育的精緻性。 

從上述兩篇報告可以發現，融合教育不僅是世界各國的教育趨勢，在我國特殊教育工作

發展上更是晚近的努力目標。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基本理念中亦揭櫫「本

課程綱要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兼顧個別特殊需求、尊重多

元文化與族群差異、關懷弱勢群體，以開展生命主體為起點，……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

智慧」（教育部，2014）。當前我國特殊教育的發展方向除了向下（學前教育）、向上（大學

教育）的延伸外，如何提昇教學工作者在融合環境中教學以及因應融合趨勢課程的重整亦是

十分重要的工作方向。若能在過程當中採「通用設計」理念讓教師的基本素養和課程的設計

適合所有學生，將會是比較能讓特殊教育經費使用效能提昇的較佳做法。也因此，當我們在

編列相關經費給予特殊教育學校或班級購置設備或進行教學時，除了考慮當前學生的需求外，

若能進一步考慮這項設備能否協助學生達到更佳的融合，或者是除了給予特殊需求學生使用

外，亦能提供更多人有使用機會，則能讓經費的使用能達到更佳的融合成效並嘉惠更多國民。 

 

二、教育機會均等與教育資源分配均等 

陳麗珠（2014）整理文獻指出，教育財政的公平主要有以下三種原則，水平公平（horizontal 

equity）、垂直公平（vertical equity）和機會公平(equality of opportunity)。其基本概念說明如下。  

（一）水平公平：主要是指每個學生獲得的教育經費和教育補助要相等，但是，投入相等的

教育資源，並不代表所受的教育是公平的。因為,每一位學生先天的條件不盡相同,使其享有相

同的教育資源不一定都能讓其潛能都能完成發揮。 

（二）垂直公平：是指「差別特性差別待遇」（unequal treatment of unequals），也就是依學生

的個別差異給了不同的待遇,使其潛能能夠充分發揮。依法讓某些兒童有不同的經費支付標

準。 

（三）機會公平：機會公平主張個人在教育資源上的收益,不得因某些可疑因素（suspect factors）

或不合法特性造成學生享有教育資源的差異。 

由上述的教育公平原則來看，身心障礙學生在使用教育資源時是享有垂直公平的保障，

以協助其學習潛能能夠得以發揮。 

 

三、可能影響到教育經費公平性的因素 

詹盛如（2008）研究指出，國內的教育經費現況長久以來大多著重在不同教育階段內的

討論與分析，針對個別教教階段如:國民教育、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經費分配之水平公平、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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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公平，甚至是適足性（adequacy），但若依整體各教育階段經費分配來看，學前教育和高

中職教育則需要更多的經費的投入，他建議在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改革行動中，積極規劃改善

高中職階段的教育經費。 

是否給予足夠的教育經費就代表真的機會公平了呢? 張良丞、許添明、吳新傑（2016）

研究國民中學教育階段非徧遠和偏遠地區教育經費的適足性後指出，不論是以成本函數法來

估算偏遠與非偏遠地區學校達成預期學生學業成就所需的適足經費，或是以國中基測數學基

礎級、平均數、精熟級來作為適足分數，以估算不同程度所需的適足經費，偏遠地區所需的

每生適足經費皆比非偏遠地區為高，而偏鄉地區教師的流動率亦會影響到學生學業成績。   

陳麗珠（2014）指出，在計算教育費基本需求時，採用班級數和學生數兩種指標都可做

為計算基準，對於徧遠小校和特殊班級而言，僅用學生人數來算邊際單位成本會低估需求，

需再做調整。 

從上述文獻資料可以發現，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除了考慮到水平公平、垂直公平和機會

公平三個基本要素外，班級人數的量、不同教育階段間的整體考量、教師穩定性以及是否能

有效率的應用教育經費亦是促成教育資源能否充份照顧到每一個孩子的重要關鍵要素。 

 

四、特殊教育經費的計算依據 

目前國民教育經費基本需求在特教班的經費計算是以有「成班」而非「空班」的方式來

計算，要有正式的「班級」才能計算經費，而各類障礙班之間則不細分（陳麗珠，2014），也

因此， 在國外，資源教室或巡迴輔導老師等走動式服務的方式，在國內因為編列經費的需求，

全部都「成班」（其實學生都安置在普通班），隨著國內融合教育推動的趨勢和結果，特教班

級愈來愈少，接受資源教室或巡迴輔導的學生愈來愈多。 

滕德政、陶文田（2007）指出，美國曾因有改革者想努力設法將特殊教育學生整併到普

通教育學生人數中，以及將目標設定在提供更具有地方主導的彈性經費制度上，因而進行了

相關的特殊教育經費改革方案，使特殊教育經費的計算更多元。依據Connecticut School 

Finance Project（2016）的分析手冊和Perry（2016）指出，目前美國以下面幾種計算方式計算

特殊教育費： 

(一) 單一補助金（flat grant）: 每名特殊教育學生有固定資金數額補助。 

(二) 單一學生權重（single student weight）：在這種系統中，每個學生（無論障礙程度如何）

會獲得相同數量的國家資金補助，這筆資金可以是用固定金額呈現，也可以是有乘上分

配的權重。 

(三) 多重學生權重（multiple student weights）：為不同類別的學生提供不同級別的資金。類別

是由州指定。系統的複雜性依州別而不同。有簡單的兩級分類方案，如科羅拉多州使用

的分類方案，也有複雜的分類，例如:俄克拉荷馬州的13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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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源基礎（resource-based）：州政府根據學生的障礙來計算教育資源需求的分配資金。 

(五) 人口統計基礎（census-based）：補助固定金額，根據學區內的學生總數分配，而不是特

殊教育學生的數量來補助。 

(六) 參與核銷（partial reimbursement）：在這部分核銷系統中，地區報告他們的特殊教育費用

並獲得部分費用的核銷。該報銷率可以在法規中規定，也可以是按比例分配的結果。 

(七) 整筆撥款（block grant）：在前一年中先算出預算，依預算撥款，其可便於基金的控管和

資金應用的靈活性。 

(八) 綜合式（combination）：有些州是採用上述方式的其中兩種，稱為綜合式。 

(九) 沒有特別區分特教經費（No Separate Special Education Funding）：在一些州，主要是根據

他們的每個學生基數分配經費，並沒有單獨的特殊教育津貼。在這些州，特教經費只用

於極其昂貴或非典型的特殊需要學生，例如醫院或醫院的學生的住宅設置。 

在美國，最常用的特殊教育經費計算方式是依學生的權重來計算，但各州的執行也存在一

些個別差異，在一些比較貧窮或特殊需求學生比較多的地區，人口統計基礎（census-based）和

沒有特別區分特教經費（No Separate Special Education Funding）的方式會比較適用。 

基本上，這些計算方式都是基於學生不同的學習需求、州政府特教經費、提供學校非預

期的花費補助的限制、控制花費、提供學校彈性和革新的限制、限制學生額外需求花費讓學

生使用免費的公部門資源。 

  在英國，特殊教育經費的計算方式因地區而異，在北愛爾蘭，是由教育局決定特殊教育

經費，教育局考慮經費運作歷史模式（historical funding patterns）及學生數目的變化來調整所

要補助；在英格蘭，16 歲以前的學生若安置在特教學校，每人以每年 10000 英磅的基數來計

算，而如果學生安置在融合的環境（一般學校），每位學生以每年 6000 英鎊為基數，教育當

局會依學生的教育計畫再做經費的補充（top-up founding），在英格蘭的所有學校都有高度的

財務自主權，大多數財務和管理職能是委託給校長和管理人員機構來進行；在威爾斯地區則

是以預算的方式將經費撥給學校，至 2014、2015 年止，地方當局將 70％的特殊教育需求支

出用於各學校，在之前五年中，每年授權給學校的經費部分有逐年提升（Perry，2016）。 

 綜合上述，目前我國特殊教育的教育經費基本需求是以班來計算（不同程度的班別所收

的學生數也不一樣）；美國的計算方式則是因地方不同而不同，有不同的計算方式；在英國，

雖然地區不同經費計算方式不同，但可以看得出來學生數目的變化是經費調整重要依據，且

部分地區是尊重學校的自主權。上述制度中，不乏有因應融合教育趨勢做出的改革和調整，

只是，如何兼顧公平、彈性、可控管性和效率，需要更深入的比較和探討。 

 

五、我國特殊教育的預算與分配 

以下就我國特殊教育的預算與分配分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部分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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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政府 

滕德政和陶文田（2007）研究指出，我國政府自民國86年以來，政府在特殊教育預算編

列上已逐年增加。至民國94 年時特殊教育的經費預算，已佔教育部主管預算的4.31%。在特

殊教育的預算分配上主要可分為身心障礙教育和資賦優異教育兩大方向，而身心障礙教育包

含九個科目。詳細情形見表一（教育部，2015；教育部，2016；教育部，2017；教育部，2018a）。 

 

表一 教育部身心障礙教育預算編列情形(民國104年至107年)                    單位:元 

項目 104年至107年法定預算數及佔特教總預算百分比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

育行政及督導 

882,590000 

佔8.91% 

882,590,000 

佔8.61% 

882,590,000  

佔8.04% 

879,962,000 

佔7.94%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

育行政及督導 

5,000,000 

佔0.05% 

5,000,000 

佔0.05% 

5,000,000  

佔0.05% 

5,000,000 

佔0.05%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2,667,800,000 

佔26.94% 

2,667,800,000 

佔26.02% 

2,667,800,000  

佔24.31% 

2,667,800,000 

佔24.09%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

流 

7,960,000 

佔0.08% 

7,960,000  

佔0.08% 

7,960,000  

佔0.07% 

7,960,000 

佔0.07% 

國立大學校院教學

與研究補助 

526,076,000 

佔5.31% 

532,049,000 

佔5.19% 

536,655,000  

佔4.89% 

510,978,000 

佔4.61% 

國民與學前教育行

政及督導 

2,325,117,000 

佔23.48% 

2,057,234,000 

佔20.07% 

3,396,793,000  

佔30.95% 

3,772,192,000 

佔34.06%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國立特殊學校)教

學與訓輔輔助 

2,954,214,000 

佔29.83% 

3,632,252,000 

佔35.43% 

3,022,035,000  

佔27.54% 

2,718,814,000 

佔24.55%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國立特殊學校)校

務基金 

104,278,000 

佔1.05% 

91,461,000 

佔0.89% 

44,531,000  

佔0.41% 

30,470,000 

佔0.28% 

學校體育教育 21,005,000 

佔0.21% 

21,005,000 

佔0.20% 

31,005,000  

佔0.28% 

31,005,000 

佔0.28% 

合計 9,494,040,000 

佔95.87% 

9,897,351,000 

佔96.56% 

10,594,369,000 

佔96.86 % 

10,624,181,000 

佔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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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一可以看出，民國104年至107年四年間，教育部在「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學與訓輔

輔助」以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的預算編列上有逐年減少的趨勢（目前國立特殊

學校的校務基金和教學訓育輔助被放在教育部「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學與訓輔輔助」以及「國

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的身心障礙類經費上，其餘的一般國立高級中等學校的相關經費

在一般學校經費中）。也就是說，隨著融合教育趨勢的影響，學生漸漸走入融合的教育環境

就讀，政府編給國立特殊教育學校的經費亦有減少的趨勢。 

 

 

 

 

 

 

 

 

 

 

 

 

圖一 104年至107年國立高級中學校務基金及教學與訓輔輔助費變化 

 

（二）新北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身心障礙教育經費分配情形 

從表二可以看出，新北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對於身心障礙類學生教育經費從民國104年至

107年編列的情形（教育部，2015；教育部，2016；教育部，2017；教育部，2018），新北市

在105年和106年身心障礙的教育經費有略增的情形，但是到了107年,經費的編列是呈現下降

的狀態。高雄市整體而言，在這四年來是略有增長。表三的部分是將兩個行政區從104年至107

年四年來所編的特殊教育預算佔總教育預算的百分比做整理，當表三可以看出新北市的特教

經費所佔百分比在107年有明顯下降，而高雄市則年年小幅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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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新北市與高雄市身心障礙教育預算編列情形(民國104年至107年)         單位:元 

  時間 

行政區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新北市 3,363,373,666（地

方政府自編） 

1 77,436,000（教

育部補助） 

3 ,555,395,284

（地方政府自

編） 

182,722,000（教

育部補助） 

3,431,587,598 

（地方政府自

編） 

180,904,000 （教

育部補助） 

3 ,170,512,600

（地方政府自

編） 

1 65,877,000（教

育部補助） 

高雄市 2,644,797,143（地

方政府自編） 

4 2,236,400（教育

部補助） 

2 ,813,297,658

（地方政府自

編） 

4 7,330,208（教育

部補助） 

2,788,227,669（地

方政府自編） 

51,992,720 （教

育部補助） 

2 ,785,395,684

（地方政府自

編） 

6 7,678,116（教育

部補助） 

 

表三 新北市與高雄市身心障礙教育預算佔所有教育預算百分比情形(民國104年至107年) 

  時間 

行政區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新北市 6.13% 6.51% 6.25% 5.81% 

高雄市 5.66% 5.95% 5.96% 6.73% 

 

六、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增減情況： 

再考慮身心障礙學生在這四年來增長的情形，若以民國104學年至107學年安置在特殊學

校的人數來看,其主要分布如圖二，從圖二可以看出,從民國104學年至107學年間,全國特殊學

生人數是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教育部，2019b）。 
  

臺灣特殊教育發展暨未來展望

208



5000
5200
5400
5600
5800
6000
6200
6400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就讀特殊學校人數 

就讀特殊學校人數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新北特校 

成功特校 

基隆特校 

 

 

 

 

 

 

 

 

圖二 特殊教育學校學生人數變化圖 

 

若單獨就所要分析的三所學校來看（成功特校、新北特校和基隆特校），三所特殊學校從

民國 104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年人數變化的情形如圖三（教育部,2019b）。從圖三中可以看出，

三所特殊學校四個學年度以來人數是呈現下降趨勢，新北特殊學校下降的情形更是明顯。 

 

 

 

 

 

 

 

 

 

 

圖三 三所特殊學校人數增長趨勢 

 

特殊學校學生人數的減少是否代表著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總人數亦減少?依據教育部

（2018b）的教育統計簡訊第 99 號中描述，106 學年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數為 10 萬

5,628 人，占高中職以下學生總數之 3.4%，學生數較 97 學年增加 12.7%，雖然因少子化的

影響較上學年減少了 3.6%，但是，受到融合教育思潮的影響，106 學年 28 所特殊教育學校

之學生數計 5,953 人，與 97 學年比較，受學生數顯著減少 13.4%，班級數亦由 97 學年 620 班

同步減至 597 班，平均每位教師教導身心障礙生人數（生師比）已由 97 學年 4.2 人降至 106 

學年 3.6 人。相對的，一般學校所設之身心障礙特教班於 106 學年共計開設了 5,293 班，較 

97 學年增加 1,224 班，而其中，分散式資源班共計 2,924 班（占 55.2%）為最多，集中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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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班為 1,551 班（占 29.3%）次之， 巡迴輔導則為 818 班（占 15.5%），與 10 年前相比

較，集中式減少了 68 班，分散式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各增設了 877 班及 415 班。 

 

表四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校數及學生數 

 
安置型態 

校數 (所) 學生數 (人) 

97 學年 
 

97 學年 
 

106 學年 較 97 學年 

增減數 
106 學年 較97學 年 

增  減  百分 比   (%) 

總計 2,199 2,787 588 93,685 105,628 12.7 

一般學校附設特教班 2,175 2,759 584 86,810 99,675 14.8 

特殊教育學校 24 28 4 6,875 5,953 ‐13.4 

（表格來源：教育簡訊第 99 號） 

 

表五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概況 

項目別 97 學年 100 學年 105 學年 106 學年 

總計 （=A+B）  

校數（所） 2,199 2,446 2,755 2,787 

班級數（班） 4,689 5,286 5,834 5,890 

特教學生總數（人） 93,685 104,123 109,573 105,628 

占高級中等以下學生總數比重（％） 2.6 3.2 3.5 3.4 

男（人） 61,258 69,234 75,290 72,814 

女（人） 32,427 34,889 34,283 32,814 

一般學校附設特教班 (A)  

校數（所） 2,175 2,419 2,727 2,759 

班級數（班） 4,069 4,646 5,234 5,293 

集中式特教班 1,619 1,681 1,575 1,551 

分散式資源班 2,047 2,411 2,857 2,924 

巡迴輔導（含在家教育） 403 554 802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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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人） 86,810 97,109 103,385 99,675 

集中式特教班 14,595 14,884 12,646 12,492 

分散式資源班 37,202 48,973 58,059 55,895 

巡迴輔導 8,628 10,327 17,192 16,346 

普通班接受特教方案 26,365 22,925 15,488 14,942 

其他 20 - - - 

特殊教育學校 (B)  

校數（所） 24 27 28 28 

班級數（班） 620 640 600 597 

學生數（人） 6,875 7,014 6,188 5,953 

啟智學校 3,450 3,434 1,426 1,367 

啟聰學校 964 873 633 643 

啟明學校 410 422 325 316 

特教學校 2,051 2,285 3,804 3,627 

生師比（人） 4.2 4.1 3.7 3.6 

（表格來源：教育簡訊第99號） 

 

從上述資料可以了解到，目前特殊教育學生安置的班別主要是以教育環境中最接近融合教育

的方式優先適性安置，因此就讀特殊學校的學生人數正逐年下降中。 

参、三所學校經費結構分析與比較 

研究者就三所特殊學校的發展概況來論述，並從三所學校的總經費決算、每班平均分攤

經費和每生平均分攤經費結構進行比較和分析。 

 

一、研究對象的選取： 

研究者之所以會設定此三所特殊學校進行分析比較，原因是因為在比較全國 27 所公立的

特殊學校後，依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系統的統計資料（www.set.edu.tw），發現這三所分別

隸屬於不同行政主管機關管轄的特殊學校創校的時間、班級形態、學生障礙類別最為接近，

而且這三所特殊學校都沒有兼辦特教資源中心的工作，適合做比對分析。研究者至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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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106 及 107 年度的決算書，以做為分析比較的資料來源。 

 

二、三所學校背景的比較和分析 

（一）成功特殊學校： 

高雄市立成功特殊學設有國小部，國中部，高職部。於 1995 年 8 月 1 日正式成立，設有

國小部 2 班、國中部 3 班、高職部 9 班，全校共 14 班，學生 123 人。 

（二）新北特殊學校： 

新北市立新北特殊教育學校，共設國小部 1 班，國中部 2 班，高職部 30 班。目前全校學

生數為 271 人（學校創於 1994 年 5 月）。 

（三）國立基隆特殊學校： 

於民國 85 年 9 月成立「台灣省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民國 87 年 7 月借用基

隆市安樂中學正式設校招生，目前招收對象除了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之外，還包括智能障礙

為主之多重障礙學生。 在招收班部方面有高職部、國中部等，預計逐年至 18 班 270 人。 

 

三、三所特殊學校現況之分析與比較 

（一）104 至 107 學年度班級數、學生數、教師數情況 

從圖四可以看出，從民國 104 年開始，全國特殊學校的班級數從 298 班增加至 394 班，

增加將近 100 個班級，然而，三所學校的班級數變化不太，新北特殊學校維持在 31 至 33 班，

基隆特殊學校和成功啟智學校班級數約在 12 至 14 班之間。 

從圖二可以看出，從民國 104 年開始至民國 107 年為止，全國特殊學校的學生數 6205 人

減少至 5481 人，減少將近 720 幾人次；從圖三可以看出，民國 104 年至民國 107 年，三所特

殊學校學生數是呈現下降的趨勢。 

在教師人數的部分，從圖五中可以看出，三所特殊學校中新北特殊學校的變化最大，從

民國 104 年至 106 年，教師人數從 85 人次上升到 98 人次，但是在民國 107 年時卻突然下降

到 82 人次；而基隆特殊學校在這四年來，教師人數始終保持在 31 人；而成功特殊學校的教

師人數在這四年來則是介於 46 人至 48 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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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三所特殊學校班級數增長趨勢 

 

 

 

 

 

 

 

 

 

 

圖五 三所特殊學校教師人數增長趨勢 

 

四、三所特殊學校總經費基金來源與經費支出分析 

本研究就所選定的三所特殊學校進行學校教育經費投入與支出之比較分析： 

（一）學校基金來源與百分比 

三所特殊學校的收入來源主要含財產收入、政府撥入收入及其他收入等，三所學校在民

國 106 年及 107 年的收入主要如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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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106 及 107 年度新北特殊學校、成功特殊學校及基隆特殊學校基金來源與百分比 

基金來源         單位:新台幣元 

學校名稱 年度 班級數 學生數 業務外收

入 

政府撥入 其他收入 收入總計 

新北特殊學校 106 32 376 8,448 190,418,246 381,671 190,808,365 

107 33 318 378,819 197,654,225 39,276 198,072,320 

成功特殊學校 106 14 132  78,385,037 50,366 78,435,403 

107 14 123 5,000 96,684,766 43,646 96,733,412 

基隆特殊學校 106 13 157 688,625 84,479,343 1,069,000 86,236,968 

107 12 115 812,347 85,058,892 1,339,803 87,211,042 

若進一步計算每班/每生成本費用(主要以教學相關成本總額，除以班級數或學生數)，可

將三所特殊學校的經費執行狀況整理如以下之表格（表七）： 

 

表七 106 及 107 年度新北特殊學校、成功特殊學校及基隆特殊學校學生花費成本彙整表      單位：新台幣元 

學校 

項目 

新北特殊學校 成功特殊學校 基隆特殊學校 

106 年 107 年 106 年 107 年 106 年 107 年 

每班成本 5,962,761.41 6,002,191.52 5,602,528.79 6,909,529.43 6,633,612.92 726,758.83 

每生成本 527,589.516 622,868.931 456,515.038 788,630.496 579,977.586 815,048.939 

 

上述各校決算資料來自於各校網頁主計室所公告的財報，由於三所學校所屬的行政主管

機關不同(分別隸屬於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和國教署)，原本研究者想依照 106 年度國立

高級中學學校校務基金績效評鑑標中的計算公式計算教學成本和辦學成本，但發現除了國立

學校外，其他行政區所屬的學校其決算書的經費歸類項目不若國立學校詳細，故無法找到適

當的分項進行計算，只能概略以花費成本總額當成被除數來計算。 

從上表六和表七中可以看出，三所特殊學校從 106 年到 107 年雖然學生數減少，但是來

自政府撥補的經費並沒有變少，反而是增加，特別是成功特殊學校，其主要增加的經費是在

退休撫恤金的部分增加了 1600 多萬元。除此之外，因為學生數變少，每生成本相對的就變高。 

若同時比較 106 年三所學校的資料發現，基隆特殊學校的每班及每生成本最高，其次是新北

特殊學校，成功特殊學校的成本是最低的。研究者同時上網查詢隸屬於三個同樣行政區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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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設有自足式特教班而且身心障礙學生最多的高職 106 年決算書資料，計算出每生和每班花

費的成本做比較，資料彙整於表八。 

 

表八 106 年度三所特殊學校與三所同地區高職特殊需求學生花費成本彙整表               單位：新台幣元 

學校 

項目 

新北特殊學校 三重商工 成功特殊學校 三民家商 基隆特殊學校 基隆海事職業學校 

每班成本 5,962,761.41 3,476,403.33 5,602,528.79 6,281,818.28 6,633,612.92 6,910,548.54 

每生成本 527,589.516 110,481.579 456,515.038 158,365.167 579,977.586 204,165.211 

 

由於在一般學校的決算書中，並沒有特別把特殊需求的學生所花的成本經費另外列出，

因此只能從全校的成本除以總學生數和班級數來計算。與新北特殊學校同區的是三重商工，

其 106 年度有 2769 位學生(含 122 位安置在特教班的學生和 96 位在普通班接受資源班服務的

學生)，88 班(含 9 班特教班和 2 班資源班)；和成功特殊學校同區的是三民家商，106 年度有

1428 位學生(含 41 位安置在自足式特教班的學生、32 位在普通班接受資源班服務的學生，以

及 41 位在普通班僅接受特教服務的學生)，36 個班級(含 3 個特教班和 4 個資源班)；和基隆

特殊學校同區的是海事職業學校，106 年全校有 1557 位學生(含 41 位安置在特教班學生和 60

位在普通班接受資源班服務的學生)，共有 46 班（含 3 班特教班和 1 班資源班）。 

新北市的兩所學校所收的學生不只是普通教育學生，連特殊教育學生的人數都高於其他

兩個行政區同類型的學校，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三重商工一個學校所收的特教班學生

（122 名）人數幾乎與其他地區的兩所特殊學校相同。另外，一般普通高職的成本可能受所

設科別的影響相對的差異較大，工科較多的學校設備的成本相對較高，同時也提高了每生花

費的成本。 

肆、研究發現與建議 

茲從三所特殊學校的決算資料以及教育部相關統計資料中，發現以下結論： 

 

一、我國推動融合教育的實際成效的反映： 

從三所特殊學校就學學生人數的數量變化，反應了融合教育的趨勢不僅是教育口號，亦

在實際學生就學安置的選擇上真實的被反映出來，而這個趨勢亦提醒我們未來在教育資源的

規劃和分配上要做適度的調整。從 106 和 107 年度的學生人數變化來看，三所特殊學校的學

生是減少的，但是學校的經費卻是增加，使得每生成本相對的提高。相對的，身心障礙學生

2019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215



安置到一般高中職的人數變多，師資的流動，是否跟得上學生融合趨勢的流動的速度，值得

進一步探討。 

 

二、各地區財務報表不一致，易造成閱讀的困擾和財務歸屬理解上的困難： 

在這次的研究分析中發現，因為三所特殊教育學校所隸屬的行政主管機關不同，決算書

的表格亦不同，國立學校的財務表格內容最為詳盡和完整，而新北市的表格最為簡易，在財

務項目分類上也不太相同，這點在進行跨行政區資料的判讀上有相當的困難度。從 107 年的

決算資料中可以看出成功特殊學校的經費增加有一部分是因為教師退休撫恤金併入計算所致，

但是新北特殊學校的決算資料卻完全看不出經費增加在那一個部分，這一點在探討特殊教育

經費編列是否能有效的把錢花在刀口上會有相當的困難。 

 

三、普通學校特教經費的執行情況不易掌控： 

從三所普通高職的決算書中可以看出，每位特殊需求的身心障礙學生成本花費較特殊學

校低，因為與大部分普通學生共用了行政及設備等資源，然而，從學校整份決算資料中不容

易看到特殊教育經費使用的情形。 

 

茲就上述的發現提出以下的建議： 

一、積極規劃特殊教育學校服務形態的轉型與調整： 

隨著身心障礙學生早療時間的提前、融合教育的趨勢，加上醫療資源的普及（學生可以

就讀普通學校到鄰近醫院做復健），家長選擇孩子安置在特殊學校的意願愈來愈低，同一行

政區若兩所特殊學校間的距離不是太遠，可以考慮特殊教育學校的合併，或者是釋出多餘的

師資到沒有特殊教育教師編制的高中職巡迴或服務，以彌補高中職階段特殊教育師資可能不

足的情形。此外，特殊學校亦可肩負起地區性資源中心學校的責任，協助新近特教教師或徧

遠地區特教教師支持資源，以減少師資流動並提高專業效能。 

 

二、全國一致性教育財務系統的建立： 

由於不同行政區財務表格不同，未來在進行全國性的教育財政規劃上，不容易從學校的

資料中找到共同的項目進行資源分配的計畫和檢討，建議這部分能有一致性的規劃和填報系

統，方便進行未來政策規劃的依據。 

 

三、在融合教育趨勢下特殊教育經費規劃的進一步研究： 

教育經費的規劃計算公式不宜過於複雜，以免造成行政負擔，但隨著特殊教育鑑定和不

同教育階段間轉銜工作的進步，許多經費的規劃是可以在學生入學前便收集得到資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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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可以加強特殊教育通報網的功能，讓系統能內建計算經費公式，從每位學生的障礙程

度和教育需求的資料中，事先預測未來的教育經費需求，並彙整到各校主計室的預算決算計

算系統中，方便讓全國各地不論是普通學校或特殊學校都能更精準的掌握到學生的需求，編

列出適切的經費，以提供更適性的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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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統合課程著重於個人內在的啟發，而每個人的內在表現出來的樣貌都不相同，故沒有標準的答案，而透過這樣的引導，老師在過程當中能夠發現孩童的狀況，並且給予鼓勵，幫助孩童有更多不同的思考方式，然而特殊教育，因需要顧及孩童未來的發展，在課程當中有許多要達到的標準要求，在這樣的設定當中，也較容易有制式的方式教導，而在觀念上的轉換，需要思考的是了解孩童的內在，並非外在的表現。
	（二）學校與家庭間的連結
	除了學校的教育，家庭的延伸對於孩童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孩童最開始開啟人際關係的對象就是家庭的成員，故對於孩童影響非常大，特殊孩童的基本生存需求都是由家庭成員所提供，然而對於基本需求外，家庭在提供特殊孩童更多不同的刺激也會有很明顯的成效，但需要仰賴家庭對於特殊孩童的教育能夠積極的參與，研究者在寒假課程當中發現到家長對於藝術統合課程的概念並不清楚，參與感較薄弱，最後則無法真正走進孩童的實際生活當中，故需要透過長時間的溝通與培養，才能將課程目標延伸至家庭教育，唯有透過家庭的參與，藝術統合課程才能真正...
	五、未來之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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