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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由教育部的要點指示，各大專院校在近年來紛紛成立資源教室，擔任大專院

校特殊教育服務工作，期待站身心障礙學生提供滿足其需求的教育與相關服務。作

者依據經驗分享在大專院校資源教室推展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策略，以此任務為資源

教室的中心工作。這樣的做法不但可以依以發展整個資源教室的工作方案，並能符

合《特殊教育法〉第三十條所指出的: I高等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教育，應符合學

生需求，以特殊教育方案實施，協助學生學習及發展。」本文即從大專院校中I凹

的擬定與執行，分享這樣的理念及其可能的做法，包括IEP在大專院校的意義詮釋、

大專院校召開IEP會議的功能、大專院校I凹的擬定原則、大專院校擬定IEP的工作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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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hoped to have organized and systemic services for th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colleges. Developing an IEP-based resource rooms' tasks is a really good way to hold

the spirits of special education. IEP working in college is shared here, including the

meaning, functions ,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IEP and its meeting for th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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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特殊教育法〉定義特殊教育實施

階段包括四個，一為學前教育階段，二為國

民教育階段，三為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四為

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階段(第10條)。為維護

26

身心障礙者的就學機會，明訂身心障礙學生

入學時，校方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

入學接受教育(第22條) (教育部， 2009) 。

在這樣的條文保障下，再加上近年教育部為

特殊教育季刊



特殊教育季刊民99年 12月第117期第26-32頁，

身心障礙學生開發的各種升學管道，身心障

礙學生進入大專院校就讀的比例逐年增加。

八十七學年度共有1153位學生在大專院校就

讀(特殊教育工作小組， 1999) ，於九十一學

年度成長為4，635人(特殊教育工作小組，

2003) ，九十八學年度則已達9，937人(見表

1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2009) 。

表 1 九十八學年度大專院校各類身心障礙學生人數統計表

智能 視覺 聽覺 有t-五口 「面主戶 肢體 身體
嚴重

學習 多重 自閉
其他

,J、
情緒 顯著

障礙 障礙 障礙 障礙 障礙 病弱

障礙
障礙 障礙 症

障礙
計

人數 349 665 1,208 166 3,239 976 612 1,132 432 330 828 9,937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2009 )

過去特殊教育服務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國

中小。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大專院校之後若有

適應不良情形，則由諮商輔導組以對一般生

的輔導模式進行輔導，失去直接、有組織的

特殊教育專業服務。因此往往出現大專院校

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之各種不良適應現象，如

學習進度問題、生活適應問題、生涯規劃問

題等等，於是退學、休學、甚至於厭世自殺

的情形時有所聞。

大專院校資源教室的設立早在民國七十

年即有實驗性的輔導模式出現，但歷經幾十

年並未普遍設立。教育部於八十八年頒布〈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

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實施辦法〉指示大專院

1 校應設立資源教室，提供相關支持服務(教育

部， 1999) 。並繼而訂定〈教育部補助大專院

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更指示各大

專院校只要有一位身心障礙學生就學，即應

成立資源教室(教育部， 2004) 。此對於身心

障礙學生在大專院校就學之支援系統可謂為

一大里程碑，也因此各大專院校於近年來紛

紛在諮商輔導組底下成立資源教室。作者自

九十三學年度以來榮幸受到十數所大專院校

諮商輔導組的青睞，提供專業的分享，並陸

續受邀擔任資源教室督導。在經過數年的經

驗後，發現從IEP出發，發展身心障礙學生個

別的輔導方案，是一個最直接、最恰當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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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rEP在大專院校的意義詮釋

為確保障礙學生接受適當教育，美國

94-142公法，即〈全體殘障兒童教育法案}，

乃首先規範個別化教育計畫，即 IEP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之內容與實施，指出對已鑑定出

具有特殊需求之學生，應在開學後三十天內

由行政人員、教師、及障礙兒童之父母或監

護人等組成委員會，共同為該生研擬 IEP 。我

國〈特殊教育法》於 1997年正式提出「個別

化教育計畫」的規範'指出: ，.各級學校應對

每位身心障礙學生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第27條)(教育部， 1997) ，將IEP列為特殊

教育工作的必定執行項目。自此IEP成為特殊

教育工作中的法令契約，每一位接受特殊教

育服務之學生，其教師皆應依法為其IEP進行

擬定與執行，否則即為違法。至今，IEP成為

現階段特殊教育的管理工具及品質指標之一。

「個別化教育計畫」一詞乃包含兩個意

義，一是指「個別化教育計劃的擬定與執

行 J' 另一則是指「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書面

文件。所謂「個別化」乃是針對單一學生所

需要，而不以班級或小組為目標的安排。「教

育」的定義，依據美國94-142公法，乃包括

學生個別的「特殊教育」及個別的「相關服

務 J (陳麗如， 2004) 。為了達到個別化教育

的目的，則應為障礙學生作充分詳實的診斷

與評估，方能掌握學生的個別需求，而後設

計適合該生的個別化教育方案，即擬定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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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計畫，以提供適當的學習環境及個別

化服務。

大專院校的身心障礙學生具有其各自的

特殊需求，這個需求的滿足可能強調各科彈

性考試評量標準或部分課程教學的內容，雖

然不適合訂定各學科長短期目標，但需要藉

由學習支援、生活支援、家庭支援等等以達

成提供適性教育及相關支持服務的目標。因

此以「個別化教育計劃/畫 J '即IEP ，來進

行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個別輔導工作的描

述，既能呼應〈特殊教育法〉的規範'又能

掌握特殊教育的基本精神，並且能與中小學

的IEP做傳承聯結，作者認為是貼切傳神的。

自此我們以個別學生 'IEP J 的擬定與執行為

資源教室的中心工作，因以發展及規劃資源

教室所有的活動安排、輔導策略、環境設計

以及資源開發等等工作。

我國《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

定義「個別化教育計畫，指運用專業團隊合

作方式，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所擬定

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 J' 其內容共包括

十項，即: (1)學生認知等能力之現況; (2)

學生家庭狀況; (3)學生身心障礙狀況對其在

普通班上課及生活之影響; (4)適合學生之評

量方式; (5)學生行為問題之行政支援及處理

方式; (6)學年教育目標及學期教育目標; (7)

學生所需要之特殊教育及相關專業服務; (8)

學生能參與普通學校(班)之時間及項目;

(9)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日期及標準; (1 0)轉

銜服務。由於大專院校的性質與中小學最大

的差異在於課業學習的多科性，且各學科內

容專精、分工細緻。往往一個課程，如商業

概論，只上一學期，而且大專院校教師授課

的自主權又較高，因此IEP所涵蓋的內容不應

一味求與國中小的內容一致。依作者的意

見，應將重點放在基本資料及其中的(2)學生

家庭狀況、 (4)適合學生之評量方式、 (5)學生

行為問題之行政支援及處理方式、(7)學生所

需要之特殊教育及相關專業服務、(10)轉銜

服務等幾項，至於(3)學生身心障礙狀況對其

在普通班上課及生活之影響，則可直接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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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生活需求進行陳述。而(1)學生認知等能

力之現況、 (6)學年教育目標及學期教育目

標、 (9)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日期及標準等，

涉及課程之向度，則建議列入學生各科學習

需求中，在(4)適合學生之評量方式、 (5)學生

行為問題之行政支援及處理方式、 (7)學生所

需要之特殊教育及相關專業服務中描述。其

個別化教育計劃之擬定仍可分為六個步驟:

一、了解學生需求

乃以障礙學生的個案輔導員為中心，進

行學生需求及資料的搜集。其資料取得的重

要來源為與障礙學生討論了解，而轉銜資

料、接觸重要人員，如家長、中學特教老師、

甚或學生之主治醫師等，也是很好的管道。

另目前由作者編製出版的「大專教育需求評

估量表 J (陳麗如， 2009) ，也可成為評估的

參考工具。

二、擬定 IEP 初稿

經由評估學生需求後，依校內外可能資

源，構思滿足學生需求的方案，擬定IEP初稿。

三、召開 IEP 會議

集合相關人員召開IEP會議。作者所督導

的學校常出席的人員包括學生本人、家長、

督導、導師、各任課教師(如體育、微積分

等教師)、個案輔導員、諮商輔導組組長、資

源教室全體教師、學生之課業輔導教師、生

活輔導教官、系所祕書等等。而總務處修繕

組、學生之伴讀同學、專業治療師、醫師、

學務長或學生中學時的輔導教師等人員也會

因應學生的需求受邀出席會議，召開一個小

時左右以一個學生為中心的IEP會議，協調統

整學生之IEP內容。 IEP會議目的是藉著讓身

心障礙學生、家長和相關人員，面對面進行

溝通和協調，以擬定出適合身心障礙學生個

別需求的教育方案。

四、撰寫計畫

將IEP之協調內容進行IEP初稿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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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各項工作執行的內容、人員、期程等，

以書面的資料，成為正式的IEP內容。本文作

者所督導進行的方法是以單槍設備放映資

料，引導與會人員參與，並以電腦進行現場

的修改。

五、相關人員簽名定案

正式之IEP內容經由參與會議的人簽名

定諦。本文作者乃在會議結束前即刻將IEP

列印成書面資料並現場簽名。而相關人員因

故無法出席者，也於事後邀請至資源教室閱

讀定案之IEP ，並且簽署，以表示已閱讀及了

解IEP內容。此後成為未來執行個別學生特殊

教育及相關服務的執行準則。

六、執行特殊教育服務

依據IEP內容進行特殊教育服務。在校內

所有學生IEP完成後，則資源教室便進一步整

合該學期所有學生需求滿足方案及策略，形

成資源教室該學年的工作及活動計畫。

貳、大專院校召開rEP會議的功能

大專院校召開IEP會議具有多重功能，在

此藉由作者所督導召開IEP會議的幾個例子

談及部分功能:

一、促發教師輔導共識

A生憂鬱症學生，有猜疑心及自殺傾

向，導師為具博士學位的教授，表明來校為

做研究，不做輔導。召開IEP會議時與會人員

熱烈討論學生的問題需求及應對支援，而全

場最熱心的卻是該導師，甚至表達願意聞機

24/J、時，供學生諮詢或談話。召開IEP會議可

以讓相關人員直接面對學生及其問題，會議

的氣氛及人性的良善面使原本不關心的教

師，體認提供學生支援的必要性。

二、協助任課教師了解學生狀況

B生視障生，是一位乖巧用功的學生，

由於校內第一年推動IEP ，於下學期四月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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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召開 IEP會議，此時老師們才發現他是重

度視覺障礙學生，也因為未照顧學生需求而

覺得愧疚。通常大專院校的課程以教師講授

的形式為主，尤其新生課程許多是大班級的

必修課，因此不容易發現有特殊需求的學

生。 IEP的召開可以幫助教師了解學生的狀況

提供即時的幫忙。

三、宣導相關人員的特教知能

C生為低音頻缺損65分貝，高音頻缺損

110分貝的聽覺障礙生。於召開IEP會議過程

中對與會人員說明學生之聽力檢查圖解釋聲

音之元素及聽覺之原理，並對應C生之狀況

發展其應對策略。 IEP會議的召開已無形地對

與會的人員宣導相關的特教知能。

四、發展學生問題支援策略

D生自閉症，有提問題之固執行為。召

開IEP會議後，與之訂定提問公約 I 每堂課

只能提三個問題」。成為各科上課規則，並將

規則轉知所有教師於每學期一開學時放入課

室規則說明。這使得課程的進行不致於因為

學生的固執行為而受到干擾。 IEP會議的召開

可以達到發展及傳達學生問題支援策略的功

A ....
f'l E 。

五、建立問題應對策略的環境支持

E生為講話容易急促的聽覺障礙學生。

IEP會議決議請家長、學校教師等相關人員，

以「講慢點」提示學生，並將此策略規劃入

學生的每一個生活環境(家庭、學校、工讀

單位等) ，期望其內化為習慣，改變不當的語

言表現。

六、發展與學生的契約

F生學習障礙學生，在課業學習上相當適

應不良，召開IEP會議決議，訂定其可完成範

圍內的學業標準及評量方式，成為課程與學

生間的契約。藉由 IEP會議可發展與學生的契

約，並依此建立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負責任的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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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立溝通對話的時機

G生為肌肉萎縮症初期病發學生，一日

因搞不好意思在電梯滿載時搭乘電梯而徒步

爬樓梯上課，結果因換教室頻繁過度勞累而

在校園病發，緊急送醫。召開二次IEP會議建

立更積極的學生請求支援策略，提醒學生面

對自己生理問題之態度: ，-適時請求支援，即

是給學校最大的幫|亡 J 0 IEP會議的召開可以

在學校、教師與同學問建立溝通對話的時機 o

八、建立學校性危機處理的機制

H生為三十歲換肝的夜間部學生，因為

太勞累而病發，召開IEP會議，建立學校的危

機處理機制，包括病發處理流程、送醫就診

急救之醫院、及家屬、主治醫師等相關聯繫

電話，並做成小卡片發給相關人員(包括個

案輔導員、導師、系所祕書、生活輔導教官

及班代表等等)隨身攜帶。

從經驗中，透過IEP的會議可以開發許許

多多的重要功能，若IEP會議依〈特殊教育法〉

之規定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召開完成，則可即

時在學生大專的學習生涯中，建立充分的支

持系統。

參、大專院校rEP的擬定原則

大專院校推廣IEP時，容易因為「愛心和

耐心」的熱忱，陷於幾個迷思，而形成偏離

的做法，甚至為資源教室的工作帶來困擾，

在此提出應該注意的幾個原則:

一、 IEP 是個別學生整體輔導方向的規劃

在大專院校中，藉由IEP的擬定可以了解

學生全面性的問題，進而規劃個別學生整體

的輔導方向。並且除了課業之外，也應強調

各方面的輔導，如社區生活能力、求職就業、

人際關係維繫、福利認識等等整個成人的生

涯規劃。 I凹的擬定與執行可以使對學生的輔

導不致於支離破碎或無法滿足學生的需求 o

二、 IEP 會議於新生入學時即召開

目前由於身心障礙學生進入大專院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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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日漸提高，有些學校某些科系因為接受特

殊學生甄試管道入學的學生，例如作者所督

導的學校中有一所學校即有100位以上的身

心障礙學生就讀。有些障礙類別的學生可能

較適合某些科系，則該科系甚至於有十位以

上的身心障礙學生。因此若擬如中小學每位

學生每學期召開一次I凹，則對大專院校的教

師們會形成相當大的困擾。而且就大專院校

對身心障礙學生輔導的特質而言，如前所述

不需要為學生訂定所謂學年或學期目標。因

此建議大專院校可在新生(包括轉學生)入

學第一學期召開IEP會議，讓相關人員盡早接

觸與了解學生的需求與輔導策略。若有學生

不適應情形，或有輔導事件發生需要進行協

調時，則可再加開三次以上IEP會議，進行個

案研究與計劃擬定。第一學期下學期以後各 t

學期主要異動在選修的課程，則依第一學期

討論的IEP內課程策略，如「彈性評量標準 J'

一一將各科課業輔導內涵補上。

三、 IEP 格式彈性規劃

目前國內IEP一直都沒有固定的格式，其

內容不在多，而在符合學生需求支援的表

達。大專院校資源教室在I凹的使用上可以依

各自學校的風格設計各自適當的格式。

四、 IEP 的執行不在於幫助學生塑造一個

「保證畢業」的通行令

許多大專院校資源教室教師常陷於一個

迷思: ，-如何幫助學生一定畢業」。這樣的迷

思很容易讓教師無止境地降低課業要求標

準，或無道理地包容學生行為問題的出現。

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即將步入成人生活，

他將面臨社會上常態環境的競爭，因此除了

課業上合理的協助之外，也應藉此機會培養

學生克服問題，使之具有負責任的態度及能

力。並讓教師了解，學生不願意為自己的課

業行為而努力時，則可能遭到不及格的處分。

五、 IEP 應注意保密與尊重個案

身心障礙學生的個人意見在I凹的執行

過程中是受到尊重的，尤其大專院校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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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學生已具有獨立自主的能力，因此如果學

生不希望將自己的問題讓同學了解，或不想

公開討論，除了視情況予以討論開導外，絕

對尊重學生的意願，並在學生的意見中達到

保密原則的工作。

六、 IEP 應確實執行與追蹤

IEP會議的召開在一個小時左右即予定

案，但是其意義更在於之後的IEP執行成效。

計畫擬定地再好再周詳，如果沒有事後的執

行一切惘然。因此個案輔導員，有必要做事

後的輔導聯繫、安排追蹤成效，方可以使rEP

真正地落實。

肆、大專院校擬定IEP的工作技巧

大專院校的教師通常會以研究或者教整

體學生的教學為其工作內容，因此要求教師

為了某一兩位學生做教學的調整，往往不能

順利，教師多不具有這方面的意識或沒有足

夠的意願。且大專院校之教師均學有專精，

對於特殊教育的部分則多半沒有接觸。因此

即使教師關懷學生，仍無法了解身心障礙學

生的需求，也較無法以主動積極的姿態提供

學生專業的適性教育與輔導。針對大專院校

IEP執行困境，作者認為可以從幾個方向嘗試

、進行調整:

一、以誠感動

根據作者的經驗，在一個IEP會議中，只

要有部分較熱忱的老師表現對學生關心的態

度，或者在rEP初稿中即呈現較積極的輔導支

援方案，則部分較被動的教師多會受到感染

而提升其參與對身心障礙學生輔導的意願。

二、特教認知的推廣

在適當的時候，可以安排演講或討論，

對大專院校教職員推廣身心障礙學生的認識

與輔導，如此則可使相關人員的特教輔導知

能提升，態度更正向。例如利用各校每學期

開學前的導師會報時間、各系系務會議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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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等，對各系教職員講授討論特殊教育的

基本知能。

三、以「積挂調整學習環境」為主要策略

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由於身心條件已

經定型，因此若以復健為目標則不實際。相

對地，應著重在積極調整學習環境為策略。

例如資訊科系方面的教授常常以操作一台主

機進行視訊教學，則聽障學生可能由於無法

讀到教授的唇語而影響課程吸收，這時候可

能需要將一座電腦移到主控室內，讓學生可

以就近讀唇，或者請教授盡可能將課程內容

打字呈現在電腦螢幕上，以協助學生了解教

授的講解。

四、獲得行政單位及政策的支持

大專院校極需行政單位及政策的支持方

能有良好的輔導方案。例如訂定校級的降低

考試及格標準或制訂彈性評量方案的制度等

等，如此能於法有據，進一步請各科系及各

任課教師配合推動全校性的支援工作。

五、資源的積極探討

大專院校資源教室需要積極探討建立相

關資源，如社會福利、勞政服務、醫療資訊

等等，以便為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做全方位

的評估與服務提供。

六、應為未來成人生活而積極準備

由於多數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離校後

即進入成人生活。大專資源教室的工作之一

便在協助學生進入社區而準備，因此除了在

學期間課業生活的輔導，也應強調其轉銜能

力，如提供充分的資訊，或輔導學生做生涯

規劃等等，以便學生進入下一階段的生活適

應能力得以提升。

伍、結語

大專院校資源教室的成立乃身心障礙學

生的一大福音， IEP的撰寫在於全面性規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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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學生的輔導策略，其應用將可以使大專院

校的特殊教育工作有機會滿足個別身心障礙

學生的需求，是一個掌握特殊教育精神的好

方法，值得我們嘗試在大專院校中推展。

中小學執行特殊教育經過幾十年的摸索

建立了一個符合時代趨勢的特殊教育理想模

式，卻因為部分陋習的存在，有部分推新工

作滯礙難行。陳麗如 (2004 )整理中小學IEP

執行問題:如IEP被誤用為「個別化教學計

畫」、 IEP內容多偏重教師可能執行的範圍，

而未能真正顯現學生的需求、行政人員及相

關專業人員參與IEP的比例仍低、全班或小組

學生共用一份IEP ，個別化精神無法落實、 IEP

會議不理想等等現象。大專院校資源教室的

設立在這幾年來方才興起。雖然許多制度的

建立相當艱辛，但是也由於這是一個在特殊

教育興盛中從零直接建立的制度，因此「沒

有包袱」的條件，在一個全新的大專院校特

殊教育工作，似乎可以使部分中小學所存在

的問題直接在「理想模式」中建立而避開。

這告訴我們，各大專院校在摸索建立各校身

心障礙學生服務模式時，如果有幾所學校已

建立不錯的方案時，應該慷慨將其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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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使其他大專院校參考推動，並進而成

為全台灣的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輔導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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