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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教老師，你可以更專業:

看持教教師專業發展的問題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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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學校以外的因素被控制時，教師的特徵比學校內其他因素更能影響學生的

學習效果 J (Coleman , 1961 ;引自周燦德. 1984) .亦即教師在教育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更是教育品質的關鍵。世界教師組織聯合會 (World Confederation of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Profession) 在 1970年的代表會中，曾經提出 r教師

的素質在專業執行期間應不斷增進。教師應繼續增進其知識與經驗，俾不斷發展

其所不可或缺之素質」。在1978年的代表會中，更以「明日世界的教師專業」為

題，關切教師的專業資格及其專業地位，期盼教師建立其執行專業的判斷能力，並

擔負起改善明日世界良好素質的重責大任。隨後在1982年的代表大會中也以「師

資培育的繼續課程」為題，指出教師的在職教育應關心教師的專業發展(黃坤錦，

2003 ) 

「教師專業發展」是一種教師專業的發展，其奠基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的

研究改進;易言之，也只有在隨時的在職進修教育中，教師的專業才能繼續成長與

發展(黃坤錦. 2003) 。教師需要專業發展的原因有三(歐用生. 1996) 一、

課程和知識基礎增加與改變;二、教師自我革新的需要;三、社會對學校教育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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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我國的《教師法》明定教師有進修的權利及義務(教育部， 1995b) 。教育部

也在2006年3月提出「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暨「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實施計劃 J (http://anws.proshine.com.tw/moe/index抖lp) ，其目的

在「協助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學品質 J 同時，教育部亦積極提出「精進教師課

堂教學能力計劃」做為相關配套措施。而教師要成為一種專業，必須不斷從事進

修，追求專業的發展。

教師是為學生而生、為提供優質的教學內容而需要專業發展，故其專業發展也

是為學生而發展。其次，教師並非天生，故其專業素養需經長時間的培育方可逐步

提升，可見教師需要繼續教育，以增進專業素養。為因應時代變遷，教師在職時，

有必要繼續不斷充實其專業，並促成其專業進步的責任與義務。最後，從終身教育

及組織學習的觀點，教師是學校的成員，教師本身若能積極從事專業發展，形成一

種以終身學習為核心的組織文化，營造「學習型組織」的氛間，應有助於達成學校

教育的目的。優質教師需要不斷地進行專業發展以確保教學品質，除完善的在職進

修機制外，也需要一套良好的教師生涯發展計畫，使教師發展能有明確的目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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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老師，你可以更專業看特教教師專業發展的問題與策略

惕勵其專業發展。

特殊教育的改革主體與動力在於教師，特殊教育品質的關鍵也在於教師。因

此我們應將特殊教育教師置於核心焦點，否則任何教育改革與教育品質都流於空談

(陳清溪， 2004) 。特教教師為因應學生個別差異，在教學上面臨的問題與一般

教師並不全然相同(林惠芬， 2002) ，而特教教師仍是學校的成員，除身負特教

學生之教學工作外，亦要協助辦理行政業務。面對班級中障礙程度日益嚴重、障礙

類別不一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教育內容，且須配合教育行政單位所推動之各項業

務，及處理繁雜的班級事務，有的更要負責學校行政工作(筆者於服務學校兼辦學

校出納業務)。即使如此，特教教師仍應積極從事專業發展，把分內的事做好，而

非只是做完，如此的學習及行為態度，方能提供特殊學生多元的需求，以維持高品

質的教學，達到適性教育的目的。

貳、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理論

一、教師專業發展的意義與肉油

「專業」是尊嚴的起點，也是受服務對象權益的保證。做為一項專業必須符合

一些規準，如:受長期的專門訓練，在執行其工作時擁有獨立自主權，受到社會一

定程度的推崇與地位，其成員組成專業組織或團體，且多數具有證照制度，執業者

必須不斷在職進修、充實自我等。「發展」意指透過人為的努力，用心去推動、促

進、提升與改進個體在組織環境的生活實踐，其具有行動、進步和更新的意涵，是

一種實踐歷程，也意指與外在世界發生關聯、互動之關係。而專業發展是終身學習

的過程，強調發展性，也就是朝向專業知能的終身成長，專業領域的不斷擴展、持

續精進的過程(黃淑苓， 2005) 。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目的，在於建構教師自主

自願持續發展的信念，形成以終身學習為核心的教師文化，進而提供高品質的學習

環境及內容，積極的確保學生的受教權。

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學者也各有主張。 Hoyle與John (1995) 認為專

業發展的定義在於獲得新知識、技能及價值，以提升其顧客的服務品質。而教師的

專業性應該包含三個成分:教師的專業知識、有效而自主地運用在實務上、建立

在專業責任上的價值與態度。 Bredeson (2002) 認為專業發展可說是一種學習機

會，藉以提升教育人員創造與反思的能力，提升其工作品質。就學習而言，專業發

展始於學習者本身，舉凡其需求、偏好、動機、先備知識、經驗等都是專業發展的

重要動力，而重點在於教師的創造及反思能力，並將新的學習，包含知識與技能，

轉化至教室的情境，以適應與提升工作的要求。饒見維(1 996 )分析教師專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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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內涵包括:教師通用知能、學科知能、教育專業知能、教育專業精神。教育部

(2007) 公布之「各師資類科教師專業標準 J 將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標準分為教

師專業基本素養、敬業精神與態度、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

與進修、特教專業知識、特殊需求學生鑑定與評量等七個向度，使教師有明確的方

向提升自我的專業。

蔡崇建 (1994) 指出，在一般特教知識、課程設計知能、教學策略、診斷評

量、行為輔導、保健與醫護、溝通與協調、親職教育等八項專業知能領域中，特

殊教育教師在課程設計及診斷評量兩領域上有較大的專業發展空間和需要。陳清

溪 (2004 )認為特教教師專業發展之內涵包括通用知能、學科知識、專業知能及

專業精神四大部分。陳麗穎 (2002 )發現特教教師之實務知識的內涵主要包括:

1.課堂教學:讀城教學、兒童常規與特殊行為處理、兒童之安全管理與照顧。 2.教

學單備 :IEP之騙擬、教學計畫、教材敦其之編製。 3.親師溝通、岡事聞等人際互

動。而教師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則主要為伙伴教師、學生障礙情形、環境與資源、

特殊事件等情境因素、師院的學習經驗、個人人格特質。此外，教師的發展不只

涉及專業實務，更涉及社會與個人等三層面的發展，這三個層面在教師發展過程中

相互影響、彼此依賴，除非其他層面同時發展，否則不可能單獨發展(鄭明長，

2005 )。因此，教師的專業發展有下列特點一)教師要不斷學習有關教導、

學習、評量的知識，並運用到課堂土; (二)教師要願意在能夠借到國饋與支持，

進行批判反省的合作情境中，付出時間演練並評估新的教學活動，並且重新建構這

些活動對教師的意義; (三)教師必須要能與其他間事聯聽，以重新建構擔任教師

的意油; (四)教師要能覺察並接受專業發展的需求，唯其能夠接受此需求，教師

才能控制自己的學習活動，並不斷省思其實務工作。

二、建構主義觀點

建構理論分為心理建構和社會建構。其中，心理建構主義以Piaget為代表，認

為認知學習是一種經驗意義重建的過程。意即個體以其既有心智結構中的認知基模

(schema)為基礎，不斷和外在環境，包括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發生交互作用，能夠

以主動的、目的性的、持續的理解與綜合判斷，以調適、順應或同化等策略，發展

或改變其心智結構，重新塑造與其周圍世界的關係(張春興， 1994) 。

社會建構理論則是以Vygotsky為宗，其主要論點指出知識的形成除了依賴個

體內在理性的邏輯思考之外，個體認識外在世界必須從整體情境著眼，包括社會、

歷史、文化和生態等因素，換言之，個體的認知活動是其與所處情境脈絡之下不斷

交互作用的歷程。 Leontiev在 1981年指出 r人類的活動是相似於人穎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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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老師，你可以更專業﹒看特教教師專業發展的問題與策略

這是指人類的心智過程取得的一種結構，必要地連結到這種社會歷史所形成的形式

和方法上，在合作的過程和社會的互動中，由別人傳送給他們」仔|自鄭詩訓，

2004 : 124) 。因此可知知識和實體的關係是社會所建構的，是由個體和周圍的重

要他人分享共同生活世界的意義和社會觀點。所以，社會建構理論認為學習是在

複雜情境脈絡之下，認知主體之間以一種相互主體性關係'強調對於意義的「理

解 J 透過溝通、磕商和對話歷程，定義其與世界的關係。

三、教師是t會ft

社會化就是個體接受社會洗禮，在社會中學習規範、價值、形成自我概念，塑

造自我形象的持續性歷程。教師社會化是指教師在教育專業社會中，不斷接受、學

習專業知能、專業規範與價值觀，從而確立自我觀念，塑造自我形象，建立專業角

色，從事專業實踐的歷程(高強華， 1996) 

教師在社會系統中扮演的角色相當複雜，受到的影響來源亦多元，教育制度或

政策影響教師角色期望，教師角色期望影響教師角色;而教師角色又與其他教師角

色共同營造教育制度，多元且密切的交互影響下形成了教師的角色。而教師的社會

行為表現，亦受個人人格需求的影響(朱盈潔， 2006) 。特教教師之角色又較普

通教師多元且複雜，所以，特教教師多重角色、個人人格、多重角色期望與個人需

求之間，具有密切的交互關係。

四、需求層次論

Mas10w認為動機可以促成學習，而人類的動機是由「基本需求」及「成長需

求」所組成，前者包含生理、安全、隸屬與愛、自尊等需求，後者則為求知、求

美、自我實現等需求，且需求間有先後順序之關係，低層需求獲得滿足後，高一層

的需求才會產生(張春興， 1994) 0 Knowles於1980年補充Maslow所忽略之學

習的需求，亦即其相對形成的教育需求，若個人能具體掌握自己的期望，評估實際

的表現能力則愈能界定自我的教育需求，也愈能觸發學習的動機(司|自朱盈潔，

2006 : 22) 。教師為成人學習者，其學習動機有二:一是基於自我實現的內在成

長性動機、二是立即有用的外在工其性動機，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可滿足二者之

一。此外，教師擔任教職，必然有對教育的理想與熱忱，想要成為稱職的經師，同

時亦要當個能影響深遠的人師，而非只當個教書匠，便會有自我實現或實現教育理

念的成長需求，欲達成此目標，就需積極的投入專業發展。

綜合言之，在知識社會和學習社會脈絡中，教師扮演一種「學習建構者」角

色，意味著教師是一個具有意向性、目的性和主動性的個體，能夠不斷地更新、建

82告 中等教育伍拾玖卷草肆期



構、轉化其知識、價值和經驗體系。因此，教師的專業發展歷程就是一種終身學

習、持續不斷的學習歷程。一方面，所有的學習必須關注在其認知過程、經驗和意

義結構、內在意義與反省如何詮釋其生活經驗、如何形成其個人的意義結構、知識

形式與教學立論等歷程;男一方面，教師得以體現其個人社會化的角色與職能，建

構個人和社會的關係。特教教師所處的教育現場多變，身心障礙學生的障礙程度不

一且類別眾多，為提供更適切的教育品質，在專業發展上確有其需求，因此特教教

師除了教學者外，亦是學習者，從中建構其知能，並學習擔任稱職的特教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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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特教教師專業發展現況

梁福鎮 (2006) 將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現況分為學校本位、校外進修、自我

導向學習等三類，筆者綜合文獻，並參酌實際情形，將當前我國特教教師專業發展

之現況，分為下列行政式及自主式兩大類，分述如下:

. →、行政式專業發展

即教育行政機關所推動或安排之專業發展活動，各縣市政府教育單位每學年皆

會依照其年度計畫，安排特教教師的進修研習活動，多以由上而下的思維辦理，其

型態大多屬於傳統研習課程，如演講、教學觀摩、教育參觀、週三研習等方式且未

有整體規劃，甚為可惰。此外，亦有半行政式的專業發展，如「鼓勵中小學教師從

事行動研究實施要點 J 以經費或其他獎勵措施，鼓勵特教教師提出行動研究計畫

並執行 r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J 鼓勵特教教師進行專業發展評鑑，惟參與人

數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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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式專業發展

即自我導向的學習、獨立研究或自我教育，指教師出於自願而參與的專業發展

活動，有下列做法:

(→)建立輔導教師胡

學校選出有經驗的教師或主任，作為自我導向學習的促進者，或同一班級中的

兩位特教教師相互搭配，透過合作讓雙方皆有學習的機會，而合作不只提供學習必

要的支持，也提供教師回饋，帶來新理念和挑戰 o

(二)成立讀書會

與時俱進是專業的核心責任，透過閱讀以獲得新知識或新訊息，進而產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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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老師，你可以更專業:看特教教師專業發展的問題與策略

洞見。再由興趣相投的教師組成讀書會，成員根據自我的興趣與需要，進行自我學

習，並安排定期或不定期聚會，分享學習成果。而目前資訊發達，亦可透過網路成

立讀書會。

(三)充分運用學習資源

學習資源是自我學習時不可或缺的媒介，學校可充實圖書設備提供資源、特教

教師亦可運用大學、社區圖書館或網際網路，來進行自主式專業發展。

(四)進行專題研究、發行教學研究刊物

特教教師可根據自己需求或興趣，研讀相關資料，進行行動研究並發表研究報

告、心得分享。其次，可定期發表刊物，除可進行特教理念之宣導外，亦可提升專

業知能。

(五)學分學位進修

透過甄選或考試，到大學從事學分或學位的進修，前者可取得研習證明，後者

可獲較高學位證書，有利敘薪。除了現實面的證明或鼓勵，其對自我的專業發展亦

有幫助。

綜上所述，特教教師可藉由專業發展活動，來解決各種教學實際問題，行政式

專業發展有資源豐富、經費較多、參與人員較多等優點，但最大的困難在於由行政

單位所主導，易忽略教師實際遇到的問題，故而無法適應教師教學上的需求;自主

式專業發展，雖有彈性多元及符合教師實際需求等優點，但在獎勵、制度、資源不

全及時間有限的情況下，仍無法順利推展。

肆、特教教師專業發展遭遇的問題

黃志雄 (2005) 的研究指出特教教師專業成長不足將造成工作壓力增加及

工作士氣低落的結果。周世傑 (2004) 發現國中小特教教師之整體工作滿意度

與「陸遷進修」有顯著相關，﹒顯示進修在特教教師工作中的重要角色。廖本盛

(2003) 認為特教教師參加進修研習的意願及機會仍不足，可能與研習進修安排

的次數與時間有關，為促進教師之專業，應妥善安排之。張素貞 (2003 )則說明

影響國小身心障礙資源班教師專業成長的主要因素之一為進修內涵不切合需求所

致。特教教師從事專業發展，教育的內滷、對象、範圓、方式，不斷的更新變化，

且需在短暫的職前教育後，隨時接受長期的在職教育，才能達成教育專業發展(黃

坤錦， 2003) 。筆者服務於國小資源班，與行政人員、普通班教師互動頻繁，亦

經常至校外參加進修研習活動，於互動及參與進修時發現特教教師專業發展有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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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項問題:

一、批判省思能力的不足

「新轉來的小朋友有過動的症狀，平常靠藥物控制，雖然有吃藥跟沒吃藥

時的表現確實有差，不過藥很苦，我很不忍心看他吃藥，吃藥後也整個沒

活力，難道一定要靠吃藥嗎? J (訪談23107 ) 

特教教師經常陷入一種「視為理所當然」的意識型態(廖淑戒 '2007) ，以

用藥為例:過動見的用藥是由醫師依照診斷標準而開立，令人懷疑的是判斷標準本

身與診斷時未考量情境因素。判斷標準採用的是行為性的描述(例如:經常手忙腳

亂或坐時扭動不安) ，而非病理性的描述(例如:測量多巴胺、血清素分泌量的多

寡，並加以判斷)其次，情境是行為及語言產生的因素，在三者相互影響的情況

下，將無法正確診斷出是否為單純的過動。特教教師的養成教育中，較欠缺自我批

判及反省能力的培養，而批判反省能力的不足，亦會影響專業發展的質與量。

二、同儕間缺少專業互動

「每次上課學生就去了啊!我們其實沒有很熟，也比較少聊天，基本上

就聽他的，要簽什麼我就簽，最多談談學生的日常生活囉 J (訪談

24114 ) 

教師具有高度保守的特性，缺乏發展自身專業知識的動能，且教學過程中存在

高度個人主義，亦即以個人主觀的判斷進行教學，且不願意探索複雜事件的其他可

能解釋。教師之間也少有專業性互動，即使有也僅侷限於交換信心與削減工作壓力

(梁福鎮， 2004 ; Pollard, 1985) 。鄭詩會" (2004) 指出，不同的教育知識有不

同的權利與價值，知識遂成一私有化現象，教師社群間彼此孤立，造成「學術部落

化」的文化現象，筆者在學校服務，亦有此類發現。

三、多重角色且繁重的王作量

特教教師在學校擔任的角色是鑑定者、教學者、諮詢者、計畫與評鑑者、特教

理念宣導者要兼顧好每種身份的工作，實屬不易，如此多重角色且繁重的工作量也

將造成特教教師在專業發展的困難，分述如下:

(→)鑑定者

「你們(指資源班老師)比較專業啦!這該怎麼教 J (訪談23108 ) 

「我班上的載。0 ，學得很慢，搞不好是輕度的。 J (訪談22107)

「我懷疑林。。有自閉症，不過你比較專業，我下次帶他去給你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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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J (訪談23108 ) 

特教教師必須設計簡便的檢核表，以執行篩選的工作，透過普通班教師的協

助，以挑選可能的個案。在發現疑似個案或接到轉介的個案後，首先要作的即是教

育評量與鑑定。透過普通班教師的協助，收集學生的資料，再進一步透過標準化測

驗、量表、唔談及觀察方武，瞭解學生學習失敗的原因，及其在生理、心理、社會

適應、學業成就等各方面的優缺點，需要特殊教育的項目及其優先次序，擬訂個別

化教育計劃，並據以執行。

(二)教學者

「我感覺我的教學知能明顯不足，每年都有不同的衝擊，今年的教法，明

年新的小朋友進來，狀況又不一樣了，而且狀況又干奇百怪。 J (訪談

12113) 

「每次做教具都很費功夫，材質要好，摸起來才有質感，還要先看東森幼

幼台，看他們愛什麼節目，不然做下去，沒人要玩。 J (訪談 11113)

「有一次我去看我班上學生的上課情形，我嚇一大跳，李0。在班上都不

說話的，在資源班上課時竟然說個沒停。 J (訪談23108 ) 

特教班或資源班的教學，是依照特殊學生的個別需求而實施，可從教學內容、

課程、班級經營三方面探討。教學內容方面，特殊教育服務的學生包括許多的類

別，如智能不足、腦性麻痺、自閉症、語言障礙、學習困難者等，輔導的課程涵蓋

廣泛，舉凡學生需要的生活教育、生活適應、職業陶冶、實用數學、實用語文等，

都需涵蓋在內。課程方面，評估每位特殊學生的需要，設計適當的課程、教材與教

具，課程模式需配合其理論基礎和教學方法;教材要豐富多元以滿足學生學習;教

具更要活潑生動方能引起學習興趣及動機，教師需視學生個別差異與需求狀況，彈

性調整。班級經營方面，不論是特教班或資源班，同樣需要適切之班級經營，上課

流程的掌握、班規的運作與行為改變技術的實施，亦須依照學生的需求與程度，來

加以規劃。

(三)諾詢者

「四年級的課程他根本就聽不懂，還好他在班上很乖，上課時都安安靜靜

地坐在位于上，也不會亂跑，只是不知道在班上可以教他什麼? J (訪談

22108 ) 

「莊00的身心障礙手冊過期了，可是媽媽覺得小女生以後是要嫁人的，

所以不想補辦，不過有了手冊，好像也會有相關福利。 J (訪談23108 ) 

特教教師的責任除了幫助特殊學生外，同時也是家長，普通班教師及學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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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諮詢對象。特教教師與普通班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的關係，也是影響特教班

或資源班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例如:溝通特殊學生的學習問題、生活問題及教學

計畫、示範特殊的教學技巧及教材教真的提供。

(四)計畫典語鑑者

「每學期要花很多時間在IEP上，實際教學又不是那麼一回事，然後就得

一直修改。 J (訪談 11107)

「一些會議的功能還是要有，例如IEP會議、 IEP檢討會、特教推行委員會

等，來看看學校或資源班在教學跟行政上的運作跟實施是否確實、內容上

是否恰當。 J (訪談31115)

特殊教育要能順利的推展與發揮預期的效果，必須有完整的方案，諸如:目

標、課程與功課表、學生篩選及個案會議、經費預算與使用、教學資源的管理與應

用、學生個案紀錄與學習評量等，必須周詳的規劃。在運作過程中，必須定期評鑑

實施的成效，作為改進參考。其次，特教教師面對學校眾多班級的學生，意即要面

對眾多級任導師與家長，共同溝通學生的學習問題與教學計畫。

(五)特我理念宣導者

「資源班刊物讓我每個月都能獲得一些知識，我上課也會跟我班上學生宣

導關懷弱勢的觀念。 J (訪談21108 ) 

特教教師的角色與學校中普通班教師及行政人員雖有所不同，但在學校中的關

係卻是最密切。特教教師宜透過不同的在職進修研習、會議、刊物等，傳遞特殊教

育的理念及作法，讓普通班學生與家長、普通班教師及行政人員瞭解特殊學生的需

要。

綜上所述，特教教師該如何兼顧每項工作，並扮演好每種角色，以利特殊教育

的教學活動及學校現場其他相關工作之推展，因此需要從事專業發展，而哪項工作

優先，何種知能需加強，亦是從事專業發展前需考慮的。

四、研習課程不符需求，且汞有妥善規懿

「為什麼每次都要辦在假日(指研習想好好休假都不行。 J (訪談

11 1 13 ) 

「這上次(指去年)不是都辦過了?一樣的講師、一樣的內容，希望以後

可以規劃好，教育局不能整合一下嗎? J (訪談 12113)

時間方面，多舉辦於假日，教師建議在週三下午之教師進修時間舉辦，其餘時

間將衍生課務及代課問題;而承辦各類研習之學校各吹各調，無法統合，同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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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好幾場研習，特教教師分身乏術，只好有所取捨。課程內容方面，多與主管機

關業務需求有關、未必符合教師實際需求。課程整體規劃方面，短則數日、長則數

週前公佈研習之消息、'並要求務必參加，且未有長期且整體的規劃。不論是時間、

內容、整體規劃方面，都會造成推動專業發展時的困難。

五、特教教師專業發展缺乏譚鑑與獎勵制度

參加研習教師特教的子妻子障礙程度高，個別差異大，教起來很累，請校

長幫我們跟局裡說，看是否能減少學生人數、增加特教津貼或其他獎勵? J 承辦學

校校長各位在師資培育階段，就選擇了特教，特教班確實不好教。但就現實角

度，各位在教師甄試時，以特教資格進入職場，就已經是占了便宜，不能只能想著

爭福刑 . .. 0 J (觀察紀錄41123 ) 

由於我國教師在職進修缺乏獎勵制度，影響教師在職進修的意願'也未有對專

業發展進行有效的評鑑，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相當不利。

伍、提升特教教師專業發展的具體策略

「零拒絕的教育理想」、「人性化的融合教育」、「無障礙教育環境」、「適

性化潛能發展」、「關鍵性早期療育」、「積極性的家長參與」、「協同式的合作

關係」、「彈性化的多元安置」、「支持性的自立自強」為我國特殊教育政策所秉

持的理念(教育部， 1995a) 。因此，擔任特殊教育教師，不論是何種形式之特殊

班，皆應朝此方向努力，以落實特殊教育。由於服務對象的特別，特教教師須針對

每位服務對象個別之需求，提供處方性的教學。要能對症下藥，其前提是正確的診

斷、擬定治療計畫、並在過當的時機使用適當的藥、檢視藥的療效、及後績的追

蹤。因此，特教教師便須從事專業發展，方能達到適性教育的目標，在此對於特教

教師專業發展，提供具體可行之策略，以供參考:

一、觀念主:時時保持反思及自我批判的精神

Dewey (1933) 指出，具有反思能力的人有三個特質:心胸開閥、負責任及

全心全意投入(許健將， 2004 ; Dewey, 1933) , r 心胸闖闖」是指願意聆聽一個

議題的多種面向，注意不同的觀點，並了解即使最堅定不移的信念，也可能受到質

疑。「負責任」是指願意主動追求真理，並運用取得的資訊來解決問題。「全心全

意投入」則是指一個人能克服心中恐懼及不確定性，而做有意義的改變，同時也能

以批判思考來衡量自己、學生、學校及社會。在特殊教育領域中，更需用批判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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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反思，因為特殊兒童有更多的障礙及差異性，更需關注其所產生的社會正義與公

平的問題。因此，特教教師在進行專業發展時，更需時時用反思及批判觀點來學習

成長，以提供特殊見童最適當之教育內容。

二、方法上:個人可能行動研究做起，並促進專業世草草對話

行動研究係由實葫工作者針對實際工作情境，採取其體行動並加以研究，且注

重即時的應用性，其不僅有助於促使教師自我反思能力的應用與訓練，同時能幫助

教師提昇教學專業與品質的具體實施途徑，更能提供教師永續性的專業發展(簡梅

瑩， 2008) ，其對於特教教師解決其教學上所面臨的即時問題有很大的助益，並

由從事行動研究的過程中，進行對實務工作的反思，以達提升專業知能的發展。故

應鼓勵特教教師從事行動研究，使教師以行動研究解決教學現場的問題。此外，鼓

勵特教教師運用學習成長檔案、批判省思札記等方式，建構出自己的專業，同時促

進專業發展、改進教學以提升教師之專業品質。其次，教師的專業成長受其同儕關

係的影響很大，是一般人所忽略的。教師與同事經常相處，相互發生影響，對教育

問題也會相互討論，以取得專業上的認同與共識，可從對話開始，建立有效互動及

溝通模式，透過知識的分享，進而使各種資訊與思考充分流通與激盪，產生「一加

一大於二」的效果。特教教師透過對話與合作，創造學習文化，以建立支持與激勵

的社群，是促進專業發展、相互學習的有利方法。此外，學習社群並不限於同儕之

間，同校及他校的特教教師、普通教師、行政人員、特殊教育專業團隊、讀書會成

員，甚至是網友，都可以成為專業社群。

三、內容上:以萬寶學生之IEP~告原則，並了解專業發展

也有個別需求

學校是教師教學也是學習的地方，若用此觀點來看，特教教師的專業發展，也

應有個別需求，意即每位教師皆有其優、弱勢及依學校或學生之特色，而有不同的

專業發展需求。特教教師應根據前述專業標準、特教政策理念，及《特殊教育法施

行細則》第十八條對個別化教育計畫 (l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簡稱

IEP) 所作的規範(教育部， 1998)' 包含所有計畫與執行學生IEP的相關知能，

意即個案的鑑定、優弱勢分析、規劃長短期目標，設計課程及教學計畫;學期中執

行時的教學、班級經營、行動研究;定期評量學生學習效果、檢討成效等;在個案

回歸原班或轉銜階段時，給予適當之協助。同時，在課程設計及診斷評量兩項知能

領域更要創新且謹慎，方能使IEP獲得最大的功效。此外， IEP也是普通教育與特

殊教育間最大的差異，特教教師應充分運用自身專業知能並充實不足之處，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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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老師，你可以更專業看特教教師專業發展的問題與策略

IEP的計畫、執行、考核，方能實現特殊教育之理念。

閥、課程主:整合並規劃符合需求的研習課程，確保其品質

任何課程或研習都必須有系統、長遠的規劃，讓師培學生或現職教師都能享

有良好的學習機會和進修環境。研習課程方面，調查特教教師的需求，分析特教教

師專業知能的內涵，了解特教教師需要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作為規劃特教教師專業

發展課程或活動的依據，這樣才能滿足特教教師的需求，解決其遇到的教育問題，

提高教學的成效。其次，各種不同的教師在職進修機構具有不同的任務及專長，應

將大學、中小學、教師專業團體、教師研習中心及其他民間團體的資源整合，推展

特教教師在職進修活動，而長、短期之進修活動都要規劃，聘請之講師務必理論與

實務兼顧，強調與實際教學的直接關聯性，以促進特教教師在專業領域的發展。最

後，研習方式也可走出傳統的研習方式，透過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使用遠距教

學，無論是現場連線或教學影片，其具有自主性高且可以自行掌握時段與進度的特

性，都是可行的方式。

五、制度上:建立特教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獎勵制度，並

提供行政支援

教育行政機關務必積極重視特教教師專業發展之重要性，解決特教教師專業發

展成效不彰和意願低落的問題，除了建立完善的評鑑制度，從客觀評鑑之結果，作

為核可進修活動或撥付經費的標準。亦應訂定鼓勵特教教師進修之措施，讓特教教

師從專業發展活動中獲得實質的效益，若教師有心從事行動研究，學校行政方面應

可提供最大的支援，例如:依需求排課、提供必要之經費、邀請學者協助引導、公

開表揚、薪級晉升或教師換證等鼓勵。但是進修與成長不應只考量外在之規章ú '教

師本人亦應自我策勵進行個人成長。由上而下的引導或鼓勵固然重要，但是由下而

上的自我學習，才是專業發展的根本。

除此之外，在特教教師專業發展上應該營造有利的社會氣氛，兼顧由上而下和

由下而上的的模式，發揮教師專業團體的功能，不僅應該爭取個人的權利，且該善

盡義務，注重專業發展，才能提高整體特教教師的素質，實現特殊教育的理念，達

成學校教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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