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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特殊教育發展計畫初稿公聽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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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主持人/報告人

17：30－18：00 報到 教育處特殊教育團隊

18：00－18：10 主持人致詞 教育處長官

18：10－18：45
金門縣110年至114年特殊教育發展計畫初

稿內容說明
特教資源中心 顏婷主任

18：45－19：00
休息

（如需發言者，請於此時段遞交意見表。發言以遞
交意見表者優先，其餘再開放現場發言）

教育處特殊教育團隊

19：00－20：00 意見交流
教育處長官
教育處特殊教育團隊

20：00－ 賦 歸



金門縣特殊教育發展計畫報告架構

✗ 壹、緣起
✗ 貳、背景、現況分析
✗ 参、願景與目標
✗ 肆、發展與執行
✗ 伍、考核評鑑
✗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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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特殊教育發展計畫訂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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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4

發展學生身心

潛能，培養健

全人格，增進

服務社會的能

力

~104

本縣未有特

殊教育白皮

書或任何中

長程發展計

畫

105~109

「培育具有競爭

力的現代公民」，

就學零拒絕、環

境零障礙、教學

零缺點，快樂學

習、健康成長



金門縣特殊教育發展計畫研修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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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研擬期

• 修訂計畫研商會

議

• 成立發展計畫研

修工作小組

執行現況與困難
彙整期

• 105-109年發展

計畫執行成效評

估

• 了解國內外特殊

教育發展趨勢及

政策

• 105-109年發展

計畫檢討與建議

計畫草案研修期

• 辦理學者專家諮

詢會2場

• 多次撰稿工作小

組會議

• 家長小組座談會

2場

審查核備期

• 公告發展計畫草

案

• 辦理公聽會

• 彙整各單位意見

• 提交特教諮詢會

議



前言
關注公平正義與人權彰顯，落實身心障礙教育
同時更重視潛能開發與人才培育之資賦優異教
育。本縣推展與改進特殊教育本櫫「教育機會
均等」理念，肯定每個人的價值，建置接納學
生的「零拒絕」學習空間與因材施教的「適性
教育」，期能充分發展學生身心潛能，培養健
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的能力，達成理想的特
殊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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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教法及其施行細則
✗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 106年教育部對地方政府特殊教育行政績效評鑑報告
✗ 108-112學年度學前特殊教育推動計畫—推動策略

及績效指標
✗ 教育部特殊教育中程計畫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中程計

畫
✗ 金門縣105年度特殊教育評鑑評鑑結果報告書

依據



背景、現況分析

8

2



✗ 五鄉鎮國中均設有特殊教育班，國小分區設中
心學校

✗ 本縣身障教育發展，肇始於民國65年金湖國小，
設立第一所身心障礙資源班。

✗ 中正國小視障班（72年成立）與聽語障班（74
年成立），金湖國小集中式特教班（77年成
立）；金沙國中（74年成立）、金湖國中（74
年成立）及金寧中小學國中部（77年成立）的
身心障礙資源班。

✗ 資優教育的發展，源於民國73年金城國中設立
的數理資優資源班；74年中正國小，則設有集
中式資優班二至六年級共5班。



本縣特殊教育發展計畫執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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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設置特殊及幼兒教育科，統籌特殊教育工作

2.建置特殊教育支援網絡：鑑輔會、特諮會、特輔團、
特教中心及學校特推會

1.身障學生鑑出率趨於穩定，人數落於300人區間

2.國教學障居多、學前主要為發展遲緩

3.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流程與審查機制已建立

4.資優學生鑑定人數穩定與全國出現率相近

5.特教安置班型多元且穩定

6.各階段逐年設置資賦優異類班級

行政組織

鑑定安置



本縣特殊教育發展計畫執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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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擬訂並執行IEP個別化教育計畫

2.依十二年國民基本課程綱要精神設計課程

3.落實多元及適性評量理念

4.依據學生能力進行課程調整

5.學生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6.融合教育之推動與普特合作

7.十二年國教課綱及學校課發會之執行

8.適應體育推展剛起步萌芽

身心障礙
課程教學



本縣特殊教育發展計畫執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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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訂定資賦優異學生IGP個別輔導計畫

2.資賦優異課程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規範

3.區域資優方案課程多元且豐富

1.身心障礙師資合格穩定

2.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逐年增聘專任人員

3.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全國比例最高

4.各校均發展志工服務系統

資賦優異
課程教學

特教
人力資源



本縣特殊教育發展計畫執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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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置「金門縣特殊教育資訊服務網」平台

2.臺師大、北市大輔導區專家學者諮詢輔導

3.社政、衛政及勞政等單位各種資源與支持系統

1.特教資源中心扮演資源支援角色

2.相關專業團隊服務合作模式逐上軌道

3.提供各類教育輔助資源

4.各單位合作密切強化早期療育服務系統

5.推動學校或社區本位的親職教育

6.建置身心障礙學生家庭支持系統

特教
社會資源

支援服務



本縣特殊教育發展計畫執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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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補助及追蹤各校逐年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

2.特教宣導營造人文關懷的友善校園環境

1.各教育階段落實轉銜通報與新生輔導

2.辦理相關研習透過辦理轉銜輔導會議

3.教師定期增能生涯輔導專業

1.特教經費佔縣市教育總預算比例皆達百分之五

2.補助設班學校行政業務費及全縣特殊教育宣導費用

3.定期調查特教班級設備硬體納入學校總體預算

無障礙
環境

轉銜輔導

經費



本縣特殊教育發展計畫執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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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年辦理一次特教教育績效評鑑

2.評選績優學校依規定敘獎，追蹤輔導待改進學校

3.評鑑辦理方式簡化及指標減量

績效評鑑



願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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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特殊教育除了
讓孩子「快樂
學習、健康成
長」，更要培
養孩子自主能
力，期待其逐
步自立。



願景

✗ 多元適性化的教育環境
✗ 學生為中心的個別化教育服務
✗ 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合作的融合
環境

✗ 聯結專業資源與多元展能的教育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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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合並強化特殊教育行政組織，提升特殊教育行政效能。

2. 落實特殊教育專業鑑定，健全多元安置輔導機制。

3. 精進IEP個別化教育計畫及IGP個別輔導計畫，提升特殊教育學生
學習成效。

4. 發展特殊教育團隊專業支持系統，有效運用整合資源。

5. 營造人文觀還與共融環境，實踐各教育階段無縫轉銜。

6. 充實教學設備及學習輔具資源，提升特殊教育服務品質。

7. 明定特殊教育關鍵績效評鑑，建構特教評鑑之追蹤督導機制。

19

七大目標



發展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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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一：整合並強化特殊教育行政組織，
提升特殊教育行政效能。

（一）強化特殊教育專責單位功能
1. 督導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組織運作
2. 整合特殊教育專業服務，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全方位之服務
3. 遴聘專責資優承辦人員，規劃辦理資優教育
4. 資源中心進駐中正國小，空間活化共好

（二）強化行政管理，提升行政效能
1. 業務檢討及調整運用，優化專業的行政系統
2. 建立特教資源平台，便利各級學校及家長使用

21



目標一：整合並強化特殊教育行政組織，
提升特殊教育行政效能。

（三）整合運用資源，支持特教運作
1. 建立縣府及學校跨領域合作交流，整合特教資源
2. 強化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聯繫，提昇運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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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落實特殊教育專業鑑定，健全多
元安置輔導機制。

（一）激勵心評人員榮譽感，提升心評工作獎勵酬勞
1. 修訂本縣心評人員相關規定與提高工作費，提升基層士氣
2. 透過個案研討提升心評人員專業水準
3. 推動學前普通班老師擔任心評人員

（二）落實特殊教育專業鑑定
1. 落實2歲幼幼班發展遲緩幼生入園前鑑定
2. 提升學前教育階段心評人員各特教類別鑑定增能，提升準確性
3. 研訂推廣雙特學生跨類合作鑑定與安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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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落實特殊教育專業鑑定，健全多
元安置輔導機制。

（三）強調以學生需求為中心，提供適性服務
1. 評估國小集中式特教班學生人數，依據學生能力分流與增班
2. 提供未入園2歲發展遲緩幼生特殊教育資源
3. 視、聽、情緒行為障礙個案管理以不分類為主，專長巡迴輔

導採用合作諮詢模式運作
4. 學前普通班級身障學生安置班型調整，並採大學區制進行輔導
5. 設置國民中學語文資優班
6. 推展多元資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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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精進IEP個別化教育計畫及IGP個
別輔導計畫，提升特殊教育學生學習成效。

（一）提升特教教師專業知能，落實IEP 個別化教育計畫
及IGP個別輔導計畫品質與團隊合作機制

1. 辦理教學輔導實務演練與優質IEP、IGP工作坊，針對
專業團隊及多元評量辦理優質案例分享

2. 建立學校內部IEP及IGP檢核機制
3. 特教輔導團、教育視導及特教評鑑督導結果分析與追

蹤，建立輔導反饋機制與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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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精進IEP個別化教育計畫及IGP個
別輔導計畫，提升特殊教育學生學習成效。

（二）深化學校教學效能與團隊合作，建立支持性教學輔
導系統

1. 以學校教師之現場需求為主，研習力求實務導向及精緻化
2. 鼓勵跨普通教育教師及特殊教育教師專業社群

3. 鼓勵現場教師研究，針對行動研究與學術研究予以獎勵
4. 加強輔導團與情緒障礙巡迴輔導班之合作，結合專業團隊培養情緒行為支援團隊給
予學校專業支持

5. 持續辦理特殊教育教材教具及優良教案評選並彙編相關成果
6. 成立特殊教育教材編輯小組，推廣、製作彙編各領域教材
7. 特殊教育輔導團持續入校個案討論，提升普師及特師之合作
8. 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與教學工作坊，提升本縣特教教師教學計畫能力
9. 辦理學前新課綱及幼兒教材教法研習，強化特教教師對普通班課程之理解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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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精進IEP個別化教育計畫及IGP個
別輔導計畫，提升特殊教育學生學習成效。

（三）強化學校行政組織對課程教學之支持
1. 針對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執行情況予以輔導
2. 掌握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成員特教教師參與
3. 辦理優良推行示例分享
4. 建立多元資賦優異方案課程檢核機制

（四）整合教學資源，推廣適應體育課程
1. 辦理適應體育及身障體育競賽相關增能研習
2. 依IEP個別化教育計畫研發適應體育課程模組
3. 邀請專家學者提供專業諮詢，規劃建置適應體育制度
4. 試辦適應體育中心學校並加以推廣
5. 補助各校相關活動，如：競賽、展演及社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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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四：發展特殊教育團隊專業支持系統，
有效運用整合資源。

（一）培育國中階段資賦優異師資

1. 持續薦派本縣在職教師及代理教師參加在職教師進修特殊教

育學分專班課程

2. 鼓勵多元管道進修，包含視訊課程、學分積點或研習方案

（二）有效整合及運用特殊教育人力資源

1. 落實專業團隊人員服務品質質量督導機制

2. 擴充資源網絡內涵，擴大運用市縣合作、醫療或大專院校專

業資源

3. 鼓勵辦理特教班學校尋求合作姊妹校及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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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四：發展特殊教育團隊專業支持系統，
有效運用整合資源。

（三）聘用特殊教育相關人員

1. 配合中央調整專業人員鐘點費，減少教育系統的專業人力與其他系統的

待遇差異

2. 增聘專任專業團隊服務人員

3. 定期檢討本縣專業團隊服務模式

（四）提升相關人員特殊教育專業能力

1. 分析服務對象類型與需求，建立相關資料庫

2. 建立特教助理員的類型和背景資料庫

3. 規畫教師助理及學生助理人員核心和特殊能力的多元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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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四：發展特殊教育團隊專業支持系統，
有效運用整合資源。

（五）建置社會資源網絡

1. 培育本縣特教志工服務系統，促進與大專院
校社團、系學會學生、民間企業、非營利組
織團體、社區協會等資源合作

2. 成立特教諮詢專線，優化社會資源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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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五：營造人文關懷與共融環境，實踐
各教育階段無縫轉銜。

（一）整合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之人力與資源
1. 強化融合教育工作服務品質，推動間接服務模式(含駐

點)
2. 感官及情緒行為輔導專長教師集中辦公
3. 檢討學生人數實際現況，調整班級員額
4. 定期召開跨領域聯繫會議，並指定專責人員擔任聯繫

窗口
5. 提供特教業務承辦人員「專業知能」進修成長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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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五：營造人文關懷與共融環境，實踐
各教育階段無縫轉銜。

（二）落實身心障礙專業團隊服務，建立積極有效運作模式
1. 增聘專、兼任相關專業人員，建立服務優良之專業團隊

人員人力資源庫
2. 發展出有效的間接服務模式並加以推廣
3. 專任專業團隊人員督導入校服務品質
4. 透過行政查核及入校訪視專業團隊實際服務情形，並提

供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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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五：營造人文關懷與共融環境，實踐
各教育階段無縫轉銜。

（三）完善輔具管理維護機制，提高使用效益
1. 規劃輔具管理空間
2. 閒置教育輔具清查及回收維護
3. 辦理專業團隊、學校相關人員輔具制度認識及評估等教

育訓練
4. 設立網路管理輔具平台
5. 督導輔具使用成效列入IEP個別化教育計畫，定期評估及

追蹤使用成效
6. 整合地區輔具資源中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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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五：營造人文關懷與共融環境，實踐
各教育階段無縫轉銜。

（四）提供以家長需求為本位的服務
1. 舉辦會議或活動配合需求與時間，提供實質的鼓勵
2. 加強連結運用社福系統、家長團體與社區資源
3. 擴大家庭參與的成員，包括長輩和手足
4. 編制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之權利與責任手冊、宣導社群網

絡或公共資訊平台網頁
5. 研擬活動辦理成效督導考核機制，以確保能提供孩子適

切且有品質的照顧與教育資源
6. 連結外部資源，提供暑期活動更多元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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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五：營造人文關懷與共融環境，實踐
各教育階段無縫轉銜。

（五）營造人文關懷的無障礙環境
1. 提供公開之校園無障礙環境概況查詢
2. 督查並補助無障礙校園環境設施改善
3. 系統性的彙整各校人文無障礙宣導活動
4. 推動每校至少一人以上具無障礙勘檢資格人員

（六）實踐各教育階段無縫轉銜
1. 鼓勵教師透過彈性調整活化課程並互相支援教學
2. 定期參與或召開跨專業與民間機構之轉銜協調會議，連結各方

面相關資源
3. 督導各校追蹤畢業學生銜接及適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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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六：充實教學設備及學習輔具資源，
提升特殊教育服務品質。

（一）補助購置教學設備及學習輔具
定期調查或計畫補助各校各班教學設備及學習輔具資源

（二）建置縣市經費運用督導機制
1. 訂定各校經費查核機制，財產建置清冊
2. 督導特殊教育相關器材維護管理，並定期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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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七：明定特殊教育關鍵績效評鑑，建
構特教評鑑之追蹤督導機制。

（一）改善現有的評鑑模式
1. 強化特教行政宣導，強調特教理念評鑑
2. 簡化、減量評鑑方式，落實評鑑於日常
3. 評鑑資料無紙化，透過數位平台蒐集數據及相關資料
4. 建立巡迴輔導受輔學校訪評機制

（二）改進評鑑結果的獎勵及輔導措施
1. 持續獎勵績效優良學校、教師
2. 編製評鑑結果手冊觀摩分享
3. 追蹤輔導待改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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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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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各校落實推動本縣發展計畫之各項內容。
縣府：
推動本縣發展計畫，得委託轄屬各級學校、
大專院校或學術單位辦理。

每年均納入年度工作計畫執行，並於每年
年度計畫執行完竣後評估，檢討得失，呈
報本縣特諮會，以為下年度執行之參考。



結語
 由「行政組織」、「鑑定與安置」、「課程與教學」、

「特殊教育資源」、「支援與轉銜」、「經費編列與應
用」與「績效評鑑」等各面向工作推動現況，分析面臨
之問題與困境，進而規畫了七大目標、21項行動策略。

 透過本縣發展計畫，期能透過歷年縱向特教發展整體趨
勢分析，與區域橫向的比較工作，提供本縣特殊教育應
興應革與發展的重要資訊，並以此為藍圖，真正落實
提升本縣特殊教育品質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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