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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畫畫述分析按說民圓 55 年至 92 年..特殊教育專請教科書對障覺者生

涯之建擒，探討特殊教育入內知書畫遣散﹒認可的.述型態與觀框﹒結果發現，隨

著戒嚴解除，社會團體進入特殊教育誨述祖區域、生甚至議題納入會11政策，以及教

科會出版的間隔時間，生瀝青畫述可以民眉 80 年第界，分為二額:一、民國 55 年

至 80 年醫學與經濟論述搭架的生涯﹒其主Jt!特色包括.就樂導向的生涯詣述、分

/合的經濟生產位置、個體特質支配生涯決定、升學論述沉默與障別、性別、戰

軍E缺席的策略﹒二、民國 80 年至 92 年留學﹒經濟與社會契約論述搭架的生涯，

其主要特色包括﹒職業/升學選縛立u宜的生盜、分/合之外的生產位置、生運決

定取決於價值~涯技能與能力的激偽、國自綴式與倫幅增加的策略﹒文末則從被視

教科書，發話位置、簡直重者主體位置﹒提供多元生涯發展例證與生涯畫畫述觀島等提

出建5萬﹒

續訝:特殊教育導自由‘教斜，、 it!!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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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畫灣在落質教育機會均等與遍性

發展的政策下，就讀高中職身心障iii!人數逐年

增加，尤其自 90 學年度椎動「身心障礙學生

12 年就學安置方案J 以來，就讀高中職人數從

89 學年度 6，952 人，至 96 學年度發升為17，823

人(教育部 '2009) ，畢業生旋即面臨升學/就

業等生涯選擇﹒為協助身心障礙者之生遊發

展， (身心障礙者權主主保障法)(2007) 、{特殊

教育法)(2∞9) 經歷次修訂，透過強制性規

範，建置整合性生涯轉銜服發系統，提供連續

而整體的服重~.職此，生涯議題不諭就政府施

政或個體發展而言，皆為重要且亟待處理的話

題﹒

美國對簡單証者生涯服灣方案可分凹階段.

工讀方案導向的 1960 年代、發展生涯教育的

1970 年代、著重就業轉銜服窮的1980 年代與

強調轉f&j服務的 1990 年代 (Halpern， 1992,

1994) .噩灣社會在 1970 年以前，對障礙看多

以私人養護收容為主; 70 年代後，民間始將

提供給普通宵年的職業訓練運用於障礙者身

上;政府直至 80 年代隨{殘障福利法}立法

後，方有較多介入障礙者職業訓練的措施(林

萬億， 2∞5) .而特殊教育系統在民國 59 年頒

訂{特殊教育推行辦法) ，將「傅習實用技

藝J 列為目楞， 73 年{特殊教育法}則強調

職業教育、職業輔導的讀耍，寶路上亦提供相

關課程與措施(特殊教育法﹒ 1984 ;特殊教育

推行辦法 '1960)' 但整合性的生還服藹，直

至{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1997) 、{特殊教育

法) (1997)明訂生避轉銜計畫、轉銜服灣與

就業轉銜服務相關鏡範後，始有明確的法海基

礎(林幸台 '2007) ，至民圓 96 年‘ 98 年二

法再度修訂時，仍保存此架構﹒由此看來，

灣社會對於障串甚者生運發展的措施﹒或由

1970 年代以前的收容照顧，經 1970 到 1990

年代，強調一技之長的職業教育與訓練，至

1990 年代後期主張開銜服發﹒綜言之，中外

生涯服務模式，從關注個體獲得經濟生產位

置，轉以社會公民角度，重視各類生涯角色的

參與、選擇，現階段漸將障庸置者視為有槍且能

自主、自決參與社會的企業體，取代以所謂正

常方式參與的主張 (Simons & Masschelein

2005) ，障礙者生進發展是否也呈此過勢?

傳統上，生瀝理論常~焦個體與職業的對

應關係 z 強調職業通配的辨誠與選擇;時至今

日，漸趨關注個體生濫發展的過程、生瀝角色

的選取、比重分配與建構機制(Bluestein,

Schulthei峙， & Flum, 2004; Bujold, 2004; Heπ，

Cramer, & Nil間， 2004; Rich叮ds凹， 2004) .然

而，障礙者生運議題，一方面沿承職業導向觀

點，一方面亦從障礙對生運限制的角度發端，

相關研究與實務鮮少懷疑障礙對生避影響的優

位姓 (Fabian & Liesener, 2ω4)' 當障礙者生

涯圖像在職業導向的生涯觀點與能力缺損的模

式下鋪展，可能易在既有選項裡選擇，較難被

鼓勵追求「不切質際」的發展﹒但若從生避建

備與障礙文化的角度論，生涯與障哥華則為一種

社會建構，應檢椒、批判、省思固有觀點，從

覺重要中逐漸形成自我主張與認同，以實現生涯

(Johnson, 2009; Priestley, 2003; Savickas,

2005)﹒假若特殊教育係為協助障礙者在充分

發揮潛能下開展生濫，特殊教育知識系統或應

援供戰前教師障礙者生涯發展相關知能，作為

戰前教師首次系統接觸特教基本概念的導論性

教科書，如何在概論且篇幅有限的文本下篩

選、經構障礙者生涯概念?

特教導論教科書為戰前教師初次接觸特教

理論實務的綜合性文本，不僅傳遞、供應基礎

知識與重要我題，同時也界定、揀選並組織知

識系統，對之分析不僅在於瞭解內容，亦是反

思知識 (Johnson & Nieto, 2007; Ric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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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ter & Grant, 1991)' 以美國來說，此15茵

的研究主要關注文化殊臭(Johnson & Ni呦，

2007; Prater, Sil間，& Sil間， 1997) 、教學輔導

(Hobbs, Westling, & Hatoum, 1996; Katims,

2∞0) 、轉銜(Ri間& Owens, 2004) 、職前教

師教育方案 (Allinder & Peterson, 1992) 等，

少以生涯概念為題，旦國內尚缺乏此類研究﹒

再者，導論性讀本網羅的生涯概念，雖在第紹

興詳細度上不若生盡縛銜專響，然正因銜負導

論性功能，所選錄者應為被認可基礎而必要的

知該﹒是以，教科書對生還概念還取的內容、

程度興奮寫方式，實代表特定知識系統與背景

脈絡﹒

傳統上，教科會象徵公信力的形象遭到課

程1社會學者的質疑，認為與其宣稱教科曾是客

觀傳遞普世知識的文本，毋寧說是一種挾帶特

定系統、選擇性機~與體現官方知識的書寫

(Liu, 2005) ﹒以研究方法誨，傳統教科醫研

究普遍採取靈化內容分析，此法受限於定蠱、

客觀的取向，雖能對主題產生字詞數置與比率

的變化，但聞於外在、表筒計靈結果的描述，

對背後脈絡議題難以回應與提供深層解釋(王

雅玄 '2005 ;周珮傲、鄭明長 '2007) •

質疑文本、語言是客觀反映真質世界的論

點，也出現在語言轉向的思潮，取而代之主張

語言具生產佳，認為其實世界本身即是語言建

梢的產物，語言建構其實世界，同時也被真實

世界建楷﹒論述分析即承此論，以語言為焦

點，探討語言如何建構意義為旨趣﹒更確切的

說，其乃分析實際語言表達方式、生產規約與

傳播過程(謝立中， 2009 ; Cheek, 2004 ; Gee,

2005)﹒換言之，論述分析不再滿足對文本進

行所論客觀的描述，而~焦在語言對其實建榕

的理解，進一步追問文本在語言、社會脈絡的

表意方式，且依循理論傳統的差異發展不同類

型﹒傅科式論述分析即為其一(倪炎元，

2003 ; Gill, 20∞; Phillips & Har旬， 2002) •

不同於批判語言學從話語成分分析語言組

織，有別於對話分析從人際互動檢視語言使

用，傅科式論述分析意圖透過文本陳述的梳

理，探討權力如何藉自語言運作﹒ Foucault

( 1990) 認為論述、知識和權力的關係總是糾

結，任何時代皆有不同的論述架構對其實世界

進行思考、談請與會寫﹒從權力的效果論，並

非所有論述皆能擁有相同地位或同等種威，當

中涉及企圖對其實世界建立某一版本的讀述，

而與其他版本競逐、較壘，有一論述最終會勝

出，但未勝出者也是其實(倪炎元 '2∞3 ;

Hepburn & Potier, 2004 ; Kendall & Wickham,
2004) .易言之，傅科式論述分析企圖透過歷

史社會脈絡視摳，探討論述如何在構力交鋒下

得以生產、傳播，~焦於論述成為其理政權的

過程，試圖揭露言與未雷背後運作的機制﹒

循傅科式論述分析的觀點，特教導論教科

書既是論述，也是被建構的其實，不僅是歷史

社會的產物，亦具論述形塑的效果﹒因此，強

調從歷史社會說框出發，關注論述形構與競約

過程的傳科式論述分析，有助本研究以深入且

鉅觀的視角探討生運概念的發展﹒雖然生涯概

念在特教導論教科會出現的篇幅與內容有限，

此為導論性文本必然的限制，而能獲選者，意

味在特定時空其被接受、認可的普遍性與代表

性﹒是以，本研究視國人編寫的特教導論教科

書為特教入門的論述場域，探討場域內生瀝論

述的變化，排除譯本、文集彙編等﹒為反映各

版本最初論述型態的演變，僅暫就初版分析，

不涉及修訂版次，企圖耙統特教導論教科書的

語言如何規能生濫概念的理解與實踐，以此反

思、批判、修正特教知識系統﹒執此，研究問

題如下﹒

一、串串教導論教科書對於生涯概念論述結

糟的組合為何?

二、特教導論教科書的生涯論述概念如何

運作、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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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教導畫畫教科書生涯概念論述發話者

在何種關係下建構主體位置?

四、特教導自由教科書以何策略建惜生涯誼

述?

研究方法

一、傳科式論述分析

本研究綜合 Carabine (2ω1 )、卯靜備與

張建成(2∞5) 對於傅科式豈宜述分析架橋，探

討我國特教導員動教科害的生涯概念﹒

(一)自由述( discour.;e)

原為吾吾理、交談的過程與呈現的具體形式

內容，關鍵在於藉由語言的適用，形成意義往

返、運動的過程(蘇篩山，2004) • Foucault

( 1990) 進一步親歷史文化為各類論述的組合

髓，每個時代皆會界定自己的論述，定發則隨

時間改變，語言所操奔、產生的知識是一種被

管制的說話方式，透過主體發言位置與社會層

面的諭辯，探討特定時空下論述支配的種力開

係(倪炎元， 2∞3)·

(二)!a述形檔( discur.;ive fonnation)

建構知識領域規則的自由述形槽能將各類矛

盾衝突或離散論述組合，產生圖像或再現某主

題(卯靜懦、張建成﹒ 2∞5 殷曉蓉 '2∞3 ;

Carabi冊， 2∞ 1 )﹒由此提問「特教導BS教科

對生遷誼述結軒層組合為何? J .

(三)詣述寶路 (discur.;ive practice l
!a述本身即提行動的權力，可將事物排

除、納入知鐵系統，使事物依規則說出. Il坦言

之﹒ 3由述決定什麼可以說與誰可以說，使不同

型態的豈宜述有如真理般被社會接受並具體運

作﹒巨星言之·tIt述不僅是建構的袋述， W.油

某種槽力與社會"係(卯靜懦、張建成，

2ω5)· 由此提問: r特教導請教科書的生涯詣

述如何運作、實踐。建構何種其實? J .

(四)語言陳述與陳述主體 (statement and sub-

J自t ofs個tements)

陳述是論述形構的主要成分，由不同諂述

形成的關係網絡界定，並與陳述主體關係密

切﹒主但是指欲成為發話主恆的個體應佔何種

位置﹒在何種運作關係下，使發話者得以宣稱

某套追述為其(卯靜筒、張建成 '2∞5) .由

此提問: r特教導請教科l!J生涯自由述發話者在

何種關係下，建構主體位置? J .

(五 lla這策略

BS述策略是種手段，使原本廠雜的意接結

惰，成為一套有中心思想的讀述方法﹒意即在

可能有無限意麓的語言中﹒少數憲章藍得以表達

的方法策略為何(卯育事僑、張建成. 2∞5 ;

Carabir峙， 2∞ I ) .例如Carabine (2∞ I) 指出

英國政策建構負面、責任缺席和社會差別對待

等策略，使未姆媽媽成為不道德的論述﹒由此

提問 :r特教導論教科書以何策略建憎生涯論

述? J .
二、分析的教科書

(一)研究對.

本研究探討蔓灣特教導讀教科會對生涯概

念的建構，僅以國人自行自區司區的首次服本局對

象，不含譯本或修訂飯﹒以特殊教育導富貴、特

殊教育適量宜、特殊兒童心理與輔導等關鍵字，

在全國圖書資訊網路﹒國內圖書館圖﹒盧綴，睡

合目錄、整合查詢館藏服萄系統等目錄被索﹒

共得 41 筆資料﹒排隊譚本 (6 本)、畫畫文彙緝

( 5 本)、考試用會( 1 本)﹒此外，林寶貴

(2酬)之{特殊教育理畫畫興w酌，似與通

~佐質有所仟格，然若依該書序言其因特教入

門會不足，以及與初學者共享的目的，仍可納

入分析﹒戰此，共得 29 本，其中 17 本為首

版. 12 本為修訂版，椎葛霖生( 1964) 有白

無害，歸於亡候，故得 16 個版本，出版時間

自民國 55 年起至 92 年止，結果如附錄一﹒

本研究~焦各版本最初生涯詣述型態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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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欲探究作者撰述該書當時的理念﹒雖部分

作者於後續版本加以修訂，但本研究暫不涉及

個別作者撰述的變化﹒然而，暫不涉及修訂版

次的研究純國能否充分反映近 30 年生涯概念

的變化。若以 12 本修訂版出版時間論， 10 本

於 70 年至 91 年出版， 2 本於 93 年出版﹒亦

即，大部分修訂版出版時間仍落於分析時間

內﹒其次， 12 本修訂版無特別修訂生涯轉銜

概念者計 6 本，有修訂者計 6 本，其中 3 本各

增一輩生還專章，另 3 本終生遊轉銜列為特教

發展趨勢之一討盡量﹒再者，個別作者雖亦可能

依當時社會環境進行修訂，但此仍可由其他作

者著作中反映﹒例如，王文科修訂版 (1997 '

2000) 增加「串串銜服務 J 一章、郭為藩修訂版

(2ω2) 於「走入社會與邁向未來」一節增

「身心陣騷者的轉銜服~J 一項，相關內容亦

反映於林寶貴版 (2∞0) ﹒綜言之，本研究僅

探討各版本最初生運詣述的變化，版本修訂雖

與當時社會環境有闕，然內容可由己收錄的版

本反應，旦出版時間多不外於研究版本之肉，

故以教科書最初版本為能團仍可油蓋 55 年至

92 年教科書對障礙者生涯概念之建構﹒

就生涯概念在教科會緝排的位置論， 16

個版本中， 13 本主以特教類別為全會架構與

章次編排依嫂， 3 本以主題式攘寫(如歷史發

展、特教行政、簽定安置、課程教學等) .類

別續寫的教科書，生涯概念多在類別學次的教

育目的、教育內容、課程設計等節次出現﹒不

過，民國 64 年首度出現以專章討論生涯，並

以「職業輔導」為名﹒ 82 年出現以「特殊背

少年的進路方案」為名的專章﹒以主題續寫的

教科書，則於 89 年林寶貴版出現 2 儲海軍，

分以「身心障國甚者生瀝與職業教育 J 、「身心

障礙者轉銜服童醫與教育」為名﹒就~遷概念與

障別關係論 '13 本以類別緝寫的教科書，生

翟概念出現在智障章次者計 12 月拉，其次為肢

障( II 本)、觀障 (7 本)、聽障 (6 本) ，自

閉症、學前障礙章次未出現，語障、學障、中

重度障廢軍次則零星出現，~理如附錄二﹒是

以，本研究探討的生涯概念，僅限於此概念在

特教導論教科書出版的年代背景，與其所佔之

幅與分佈方式下分析，研究資料在時空背景

與內容上有特定性與有限性﹒

(二)資料分析

I.分析生涯概念版本的分佈

首依版本目錄分析編寫架構﹒其次，以廣

發生避定義搜尋，但實際搜尋過程發現生涯或

轉銜用語相當有限，尤以 1990 年以前的版本

為然﹒因此放寬搜尋內容並訂為二類 (I)所有

生瀝相關用語:含傳統與俗民用語(如謀生、

生計、技藝、職業等) ，以及教育與法律用語

(如生霍、進路、轉銜等) ，二類用話時常交

互使用，並隨時代而變﹒ (2)對障礙者生涯發展

的描述合對障礙者角色的期待、生避發展的

方向、生涯決定的方式等，如一技之長、自立

更生、殘而不慶、自我實現、升學就業等﹒最

後，將生涯用語與描述的章節標題、內容註

記，逐條輸入成逐字稱為原始資料，據以分析

生涯概念的分佈﹒

2 分析生涯概念

首將逐字稿逐字逐條反覆閱讀後，摘述原

文關鍵字命名主題，以避免過度詮釋﹒據此形

成第一層緝~.其次，歸納第一層緝竭的共同

類目，形成第二層編碼﹒濃後根據傳科式論述

分析架橋，依據「教科書對生涯概念說什

麼」、「教科會如何說生遲概念」歸類﹒「說

什麼J 類目係指生瀝主題，包括生瀝角色的定

位、生瀝發展的方向、生涯決定的機制、在經

濟生產系統的位置、障礙與生涯型態的對應、

背景脈絡事件等六類。「如何說 J 額目係指對

生涯所引用的資料來草草(包括國內法規與政

策、國外法規與研究、國內研究報告、新聞報

導、學校質施介紹等五類)與陳述方式(包括

章節標題出現情況、篇幅分配、發話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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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與未說的策略等四類) .再依據「說什麼」

類目，分析論述形構(生涯角色與經濟系統的

定位)輿論述實踐(生涯發展芳向與決定方

式) :在「如何說J 類目，分析為述主體(教

科會中對生涯概念的發話者)與讀述策略(教

科書對生瀝概念的書寫方式) ，文中引用的分

析資料見附錄三﹒

本研究採二種方式處理信貫反﹒一為教科

書內容編喝的信實度，滋諸修習論述分析的問

儕(教育系博士生一名)檢測編嗎系統與提供

意見﹒二孟晶因生涯概念在教科書篇紹與詳細度

的限制，比對相關年代資料進行三角校正，如

教育年書畫、政府公報、政策法規、研究諭文與

特教團體、障暖利畫畫團體出版之刊物等，以增

進研究信質度與學富描述，減少主觀分析﹒最

後，從背景脈絡輿論述型態書寫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

一、論述時間的IiJ定~民國80 年

特教導論教科書對障礙者生涯論述型態有

較明顯的轉變，大致可以民國80 年為分野，

主要棋攘二個背景事件﹒

(一)社會團體進入特殊教育詣述場域

民圓 76 年蔣經國總統宣布解除歷時38 年

的戒嚴令，畫灣社會遁入政黨競爭、人民享有

言論與集會結社自由的階段， (集會遊行法}

公佈施行，賦予人民街頭遊行的合法性﹒此

時，與特殊教育有闋的社會團體，如殘障聯

盟、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等，先後於79

年、 81 年登記成立，積極參與政策制定與立

法工作﹒故自民國 80 年後，特教場域明顯增

加來自社會團體的論述﹒

(二)生漲II題納入特殊教育官方政策

民國 80 年教育部在國家建設六年計

下自提出「發展與改進特殊教育五年計畫」﹒

84 年以「充分就學，通性發展，開創特殊教

育的新紀元J 發表我國首份特殊教育白皮書，

「加強自民教育後特殊學生的輔導，做好生涯

發展準備」為十大政策建言之一﹒民國80 年

後，生瀝議題正式納入官方政策﹒

另一芳面，整灣在宣布解嚴前，陸續有九

個版本的特教導論教科會出版，解嚴後，直至

81 年始出版第十個版本;而80 年以後出版的

教科書，對障礙者生涯發展方向、生產位置與

生涯決定等向度，出現明顯而普遍的轉變﹒

本研究根據蔓灣宣布解殿，社會團體加入

特殊教育論述場域、生避議題納入官方政策以

及教科書自 76 年至 81 年後始有新版本印行的

背景下，將生瀝青告述以民國80 年為分水嶺，

分為「醫學與經濟的論述形揹jJ醫學、經濟

生產與社會契約的論述形構」討論﹒

二、生涯論述的類型

(一)民國 55 年至 80 年的生護"念~留學與

經濟諭述的措架

I.背景脈絡

民國 54 年，行政院頒訂民生主義現階段

社會政策，明訂就業、訓練、在職訓練等規

定，並將障礙同胞列於「社會救助Uj 內﹒ 60

年代，就業結構償經濟成長產生巨變，對基層

技衛人力質壘需求提高，行政院鑑於職業訓練

為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必要的措施，乃於66

年頒訂 r中華民國推行職業訓練五年計畫j'

援供障礙者技能訓練﹒72 年頒布{職業訓練

法〉針對身體殘障者(視陣、聽陣、語陣、

肢障、多障)提供職業訓練﹒整體而言，此時

通過的法案多以重政治經濟，經社會福利為取

向(王雪東， 1991 :教育部， 19的 :11灣省文

獻委員會， 1992: 職業訓練局 '1984)'

政府在產業人力的需求也反映在教育上﹒

民團 57 年開辦九年護務教育，認為訓練科目

應盡量配合圓家經濟發展的需要，不應過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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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升學輔導工作的重要，應以.業輔導為國中

教育的重點(楊昆玉， 1973 .引自查灣省文獻

吾吾員會， 1992)' 於 68 年研援「延長以.~教

育第主的國民教育實施計畫 J ﹒政府對傳授學

生教育重點~焦於技墓教育的概念﹒在 73 年

首次頒布施行的{特殊教育法}中表露無遺:

r .....對身心障II者，應加強其身心復健及職

業教育﹒ J 是以，本階段係透過績充國民受教

機會，達成國家經濟發展所需之人力需求，障

礙學生亦以職業教育為要﹒

在國家經濟需求的脈絡下，教育係為圓家

培恆勞動人口，不同於傳統將障II者視為依賴

人口的諭述，本階段跨出的講述是一技之長的

生運主張，由此設立物質機構與制度，如習藝

所、職業訓練法等﹒此背景如何反映在教科

對生運概念的槽築?

2.醫學與經濟搭架的生涯治述

文本生產者建構障礙者生瀝論述，係以身

體/心健全部位、程度與職業所需個人慷件進

行配對，以醫學解剖身體/心功能的視角，篩

被個體能否進入經濟生產系統，此系統多界定

為有酬工作，例如:

心智缺陷兒童通常不能在社會上找到

工作﹒最好的情形，他們也只能在室

內做點租工﹒壘，果從事，且重活動﹒則

;b軍在他人高度的監督下蛤能有致地

進行. J( ~尚鼻﹒ 1973 : 138 )

相翎法規亦可見此設點:

Ii覺障礙學宜之說學，直導原則壘，下

驅直Ii力陣睡覺者:在普通班級中調直在

座位是加強個Jl')捕導;中度，直力障礙

者: 1>6巳戴助聽置調整座位加強個別

，嘻嘻﹒品疊時並安置於一般團民中小

學附設特殊班;聾章:慮與配，且助她

囂，結入普通國民中小學附設之特殊

班級﹒如不過許特殊班且教育者﹒ A')

i是入聾學校就績，並應加強生活編導

反.韋捕導. .﹒肢體殘障者之戰章

，喝導."視其實際更是陣之程度及性質

選擇適宜軍區韋項目﹒加強訓練﹒

( (特妹兒童鑑定且說學捕導標

車}﹒ 1974 )

對於身體/心與職業的對應型態，文本生

產者從二類闕係建軍﹒身體健全部位對應戰種

之積極列舉，以及身體缺陷對應戰鐘之消極列

舉﹒

....錯錶修理工-項 上肢健全而下

肢及軀幹機能幾障者即可能說韋.上

肢皆備或者即不能說輩-手切斷者

尚可就韋...... (徐~建﹒ 1975 :

393 )

學習障礙對兒童車員章發展之影響.~耳

其學習缺陷的性質與問題的多事平無

關餘，大部分的戰輩接要求是雇員具

備語文與數學等基本如綻，能運用思

考判斷的能力，並對本身的行為能有

敢地自 a節制﹒但鎧曹R兒軌，也無法

控制其情錯，要想從事拷妒醫生﹒教

師、飛行機師、推銷員、秘書唔，也章

可能說不適合﹒﹒(何華國﹒ 1987 :

347 )

此論述型態亦出現在 80年代後的服本:

若能在學齡前時期即施以軍區能治療，

使其大小肌肉發育更好，妒此將有剎

車守將來的戰韋訓練﹒例壘，刻印章、鍾

錶修建起水電工等﹒(黃志成‘五且

具、高品麓 ·2∞3: 125-126)

文本生產者以參與經濟生產系統建宜生瀝

趟述，而進入經濟生產係以個值身體/心功能

健全程度為鬥懂，形mil學與經濟搭梨的生進

晶晶述﹒此型態也出現在相關法規，將個體在醫

學與經濟共同檢贏下的表現作氣等級創分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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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智能不足-銀智商在二十以干(或

已成人其智力年齡仍在三歲以下)錢

無謀生能力，終生需依賴他人養護;

二級﹒智商在二十-至三十六(或已

成人其智力年齡仍在大放以下) .在

監督下可學習種簡單的身邊自立技

能;三組﹒智商在三十t至五十二

(或已成人其智力年齡在九處以

下) .在監督下可學習簡單的樣生技

能﹒( (賤障福利法施行餌-'/).

1981 )

特教導論教科書主以醫學接式建構障擬個

體，並從個體在經濟生產的位置，將醫學與經

濟串連，形成生涯概念的論述形構﹒然而，此

論述又如何在教科書中實踐?發話者的關係、

論述策略為何。以下從生涯方向、經濟生產位

置、生運決定機制與論述說與未說的角度探

討﹒

(I)就業導向的生運論述

本階段教科書主採職業與升學二分的語言

陳述，對障礙者生濫多採職業導向的論述，或

直以「職業輔導J 誌名之專章陳列﹒諭述方式

多以經濟生產的意義與教育資源的有限，暗示

個體在能力考量下，應主動參與經濟生產活

動﹒換言之，文本一方面建構個體參與經濟生

產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陳述在有限資海下，隊

圖畫個體難以勝出，正反豈宜辯下，兢業成為障礙

者正當而正確的生遲方向﹒

1lJ 1使智能不足兒童將呆在經濟軍區葉

生活土能自立，學校還應提早實施，度

重訓練，培養工作的處度及耐帶的習

性﹒(郭1lJ;盾. 1970 : 131 )

肢體效陣教育的目標，既在最後期望

肢體或陣兒童能適應社會，自立更

生，則培養肢體更是陣兒童之威島社會

的生產份子的戰章指導ii.戰童教育.

有相當的重要性﹒(張紹IJ. • 1975

272)

一般聽覺正常者的風韋輔導，在學校

還不式是重說，學生都想先草備害加

升學考試，連續考不取才考慮說韋問

題﹒聽覺障礙者是不是也可以採取這

種觀望的態度呢?于萬不可﹒在升學

競爭劇烈的今天﹒聽覺障礙者..t直認

真考慮未來的軍區章，充分車備軍區輩有

關的技能與態度，否則永遠不能自

立...... (徐..，說. 1975 : 386-387 )

以職業論述障礙者生涯方向也出現在相關

法令政策的陳述﹒一為透過資優與障礙的區

分，論述教育方向的實踐，如民國 59 年、 73

年頒訂的特殊教育推行辦法、特殊教育法，二

泊在障礙類別中再做職業服務的直分，如民國

75 年薑灣省加強殘障福利措施推行要點的規

定﹒

使特殊兒童與青9年接受適合計其能

力主教育，發展健全人格，傳習實用

技青島，培養社會生活之適應能力﹒

(特殊教育推行辦法). 19ω)

特殊教育之內容除以民族精神教育，

國民生活教育為中心外，對實賦優異

者應加強故哥哥其思考與創造之教學;

對身心障礙者應加強其身，毛主復健及軍區

童教育﹒(特殊教育法). 1984)

辦理殘障者投藝訓練與此韋輔導

(一)社會處應編導各類殘障技藝訓

練機構，依模效障者個人條件及社會

實際軍壘，岳攝電訓練計畫，並加強提

耳訓練品質﹒(二)對未具備謀生技

綻，有意撤害加技藝訓練，且告於招

宙II條件之肢體乘障人員，由社會處所

屬習聲中心或要託~民總醫院傷置是重

建中，臼暨其他訓練機構﹒車也于控告已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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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三)對智能不足者‘聽覺、視

覺陣咱是者有意事加技藝訓練，且告於

招訓綠件之人員，由政府所捕導設置

之效障福利工場(廠)或垂託其他訓

練機構﹒給于技藝訓練..... (壘灣

省加強殘障福利措施推行要點}﹒

1986 )

(z)經濟生產位置:分與合的生產位置

文本生產者建構職業為障礙者主要生護方

向的諭述，係基於進入經濟生產系統為必要的

框架﹒在技術密集度高的產業結備下，文本設

定生產環境與社會分/合二分的角度，建宜競

爭性與隔離性三種陳述，以之對比傳統將障if

者視為經濟依賴者、社會救濟者的生避形象﹒

教育智能不足兒童的終極目標在許卸

何使智能不足者學得謀生技能、過應

社會生活，而成為足以自立謀生的公

民﹒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必需先考慮

到哪些智能不足者具有自立能力?而

社會土究竟有哪些行章是適合他們做

的﹒反之，還要考慮到哪些智能不足

者不易具備自立能力，而應設置何種

庇護工場來實施長期性的「疊」與

r 教」﹒(陳榮華， 1975 : 60 )

獨立的社會能力之最重要部分是獨立

的鐘濟能力﹒這個目標的實現，主要

看個人在截情上和社會上是否能夠逾

息 ·47使他們日後不且成為社會經

濟的負槍. .l， t主根攘個人的健力且性

向，將來在我們的文化經濟機構內，

可能通告訴哪一類工作﹒除 T 給于與

此有直接或間接關達的技徒和較重訓

練外，更重要的是工作習性且服務態

度的繕暑﹒(蔡福珍﹒ 1975:91)

....他們(可訓練型的智能不足兒

童)需要的是針對將車適應社會生活

所特別設計的訓練可適應享庭及庇護

工廠的生，舌...... (辛德高. 1986

64)

此型態也反映在其他法規與政策的論述，

例如.

各組政府依實際需要設置或獎勵民間

設置各類踐障福利工廠，其設施應能

適合效障者軍區韋性向，提供適當之工

作項目與環境，並培養殘障者之工作

能力且正硨觀全﹒((賤障福利法施

行細則}﹒ 1981 )

文本生產者界定的經濟型態，係指工業社

會下，工廠運作的經濟型態﹒障礙者的經濟生

產位豈不是攏置於主流競爭性的就業環境，就

是封閉獨立的庇護性工廠﹒至於如何擺宜，常

取決對障別與能力的想像﹒亦即，文本生產者

認為障礙個體需負起能否進入經濟生產的責

任，政府的資任則是在建置庇護工場等技術

下，維持與管理社會秩序﹒換言之，強調進入

經濟生產系統為首要的生避論述，個體在留學

凝視下被安排生產系統的位置，在文本生產者

認同參與經濟生產系統的取向下，運用個體與

社會生產結構分與合位置的資料庫，確立主體

位置，進行資海分配，建構 r身體一能力一經

濟生產位置J 線性關係的讀述型態﹒

(3) 生涯決定，特質因素決定

文本生產者對於生涯決定的誼述，係透過

個體能力條件或/及生涯角色條件的軸線分配

或通配﹒

.........:.;智阻障青年也普雷暸解自己的

能力限度，車，足;It目前的工作風位﹒

(梁尚鼻﹒ 1973: 119)

智力的程度與工作的種巔:47使於

實施職業輔導，耳且將不同的智力程度

所能搶任的工作種類及所需實習之時

間、次數列舉#下...…(徐南號﹒

1975: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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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肢體殘障程度不同， J且施以下列

不同之教育措施......肢體效障者之載

重輔導﹒ _it其實際殘障之程度反性

質選擇適宜，宜重項目，加強訓練﹒

(固立偏譯館﹒ 1981: 127)

欲判斷肢體或障者所能作的工

作，與正常人的情況一樣- ;I.'須首先

考慮當事人的個性綠件與風章所需的

條件是否能通告﹒一般車說，殘障的

種類及程度，總可以依其共同性作

些錯巔，無後才可以按照最障類別及

程度，考慮可從事的職韋類型﹒在此

範圍內對照個人條件與戰軍綠件﹒這

種精導方法，是判斷趙寶盟員障者之軍區

重性向，非常有致的技街﹒運用這種

方法，特殊學校與批重編導處可以設

計「肢體幾障者可能說韋種類對照

在 J '做島戰輩輔導之用﹒日本帶動

省曾研究公佈7這類資料﹒不妨害~

-下﹒例如鍾錄修理工一頃，上肢健

全而下肢及軀幹機能獲障者即可能就

韋;土肢~借錢;t~p不能說輩-手

切斷者尚可sf.韋..... (徐~號-

1975 : 392必3 )

若從發話者位置來看，文本以問題解決的

面向處理生灌決定譏趟，或以職業輔導的角度

說明，或鐘引嵐外身體與職業的對應復式，不

童話何獨陳述，可看出指導性的權威發話身份﹒

至於生遲概念的主體一陣聽者，雖曾以通從建

議者的方式被談論，但鮮少以說話者的姿態出

現﹒再從發話者的發雷分析，其以分配與通配

的型態陳述生避決定，兩者共同點均是將障礙

者置於被動決定的位置，差別在於被動的程

度﹒分配住的生涯決定係錄以人就物(生運角

色)的基調，適配住的生涯決定則指在人與物

之間最小差距裡作選擇，障if者的聲音往往在

決定過程中缺席﹒是以，在醫學與經濟組合的

生涯畫圖述種﹒障礙者是留學檢親身體偏真的主

體，經由經濟生產系統分配、安排位置﹒讀者

的任窮則是在教育場域中循此儉制﹒檢視、訓

練偏異者，再交由經濟生產系統決定排除或納

入，最後能否進入生產系統的責任往往歸於個

體﹒

(4)論述策略沈默與缺席的論述策略

A 升學詣述的沉默

相較於鼓樂佔主要篇幅的文本生產方式﹒

教科書處理升學說述則採三種策略 略而不

談、個人能力限定與陳述國外經駿，並以身

體、感官障接第主﹒

在特別班訓串的(傷殘)兒童﹒已經

獲得相當技能或學習能力，假如殘廢

程度不影響升學，便可轉入正規班;J;.

升學，否則可繼續其專門技能﹒(實

海道 -1968:71)

由於規定課程目的在使學生能過正常

生，舌，所以堇洛戴大學的草葉生，可

以毫不~困難依其個人志趣而在其他

大學的研究院內繼續攻請﹒甚至在其

尚未修韋斯滿以前，他們已可任意選

修華府地區普遍大學的課程 7 • (實

海道﹒ 1968 : 12 )

有些聾章可以升大學，他們可進入持

妹的聾人學院，如1.圓的高，也學院

( Guallaudel College, Washington, D.

C. )或進入正規的大學﹒-般說泉，

小型的，比較耐心學生生活的學院，

最適合聾童﹒(梁尚勇﹒ 1973 : 220 )

對照本階段障if者升學規定受限的為述排

除於教科會外，壺ill殘障聯盟的歷史填捕這段

過去﹒

原本我國大專*'考招生筒章土有-丰

以土的科息表明病殘生「不得 J 報

寺，限制的綠草各校不一﹒設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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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有的是: r 體諒且是在急那麼多

書﹒壘。果這找不到工作，更增加他們

的挫折瓜，不如-悶曲曲設限，也免品

品1l J: 有的是. r ﹒壘怨氣殘生不自量

力﹒進入鐵車造成自己與學校的雙重

困擾﹒... J 顱，里高等教育單位也存在

對身也障礙者的錯誤認伊﹒( 1甜車

億﹒張嘉玲、費用見孽 ·2∞5 : 301 )

B。陳別、住別、科別、單單種的缺席

生涯概念以醫學與經濟詣述搭架組合，並

非意味所有被指認的障礙者皆能進入生產系

統﹒實際連作中存有障別、性別、戰訓科別與

學校科系，甚或工作機會的差異與限制﹒以法

令論，以民國 70 年頒布的{職業訓練法}為

例，戰訓對象僅限於身體殘障者，不會智能不

足、精神病患者，且被翻歸社會救助能耐﹒以

機構運作論，職業訓練中心對於報考者的障別

與科別均有限制，以財團法人東區職業訓練中

心為例. 70 年以前，在科別、障別與體育E檢

測均有設限，爾後才逐漸放寬(內政部，

198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2)' 亦有機構

懂限定招收肢障或中度智障男性，不招收女

佐 :r 肢陣反中度智能不足女青年沒有學自島的

機會﹒不僅使這**青年的潛能無法發展﹒而

且社會也增多 r-些依賴人口. t畫院慮考處最

故女生﹒ J (臺灣省文 it委員會. 1992 :

873) .自量霄之，在醫學與經濟搭架的»述形

繕，存有障別、住別的差異對待，但此»述未

蚊於教科書中﹒

(二)民國 80 年至 92 年生這趟述~醫學、經

置，與祉，契約的繕架

I.背景脈絡

民國 76 年畫灣宣布解饋，民進黨成立，

以全民健保與社會福利主告訴求;同年，立法院

通過人民團體組織法，集會結社成為合法且受

保障的樽利﹒殘障團體相祖國成立，參與政策綴

定，力促政府改變，形成監督批判國家運作的

力量，其中處理大專聯考取消病殘考生限制，

或為獨拓障礙學生生涯路徑的代表事件﹒

民國 76 年.~障團體w名向教育部

反應 r 放寬大專輯考病殘考生限制J

tA題﹒並採車，合產錢、清廠與童基越發

表意見﹒~遇到教育部和大學w考招

生喜員會互蜴皮球的情況﹒教育部曾

數度公間表示會放寬限制，但是民團

77 年大專w招時不僅未放寬，還增

加斜靠技限﹒錢鐘協調未果﹒引爆更

多的身，也2障礙團體平滿 i是暑抗議的

團體也由』最先的 27 個增為 ω 值，並

且決定再向教育部陳惰，當時量大丰

鴻禧教授也主動表示輛車陪同身也障

礙團體拜會當時的教育部長毛高文﹒

經由一連串的精願活動，再加上社會

輿論的壓力﹒教育部終於在同年5 月

3 日宜布﹒除 6 個師範院校外﹒其他

學校與科在在大車"考簡章土僅以進

嗡的方式提單身也障礙考生「本主報

考 J﹒而隔年，六所師，直院校最逛，

大車輛考之搞殘限制可謂全面放宜﹒

(謝車倡導﹒ 2005 : 301 )

社會對障廢請題高度關注，引起政府部門

重視﹒民國 78 年，行政院於全國殘障福利會

，將殘障福利列為政府考級與施政單點; 79

年{殘障福利法}修正案通過. 81 年憲法修

正案增修第 18 條「國家對於障磁者之保險與

說腎、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生活維護與救

濟，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教育

政策上. 80 年教育部將「提高特教經費，增

設及擴充特殊學校」列為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的

重點工作(毛高文. 1991 ) .為回應教改聲

浪. 83 年成立教育改革饗讀安員會，促使教

育朝多元、開放與社會正義芳向發展，提出

r建立系統的生涯教育規創J 建議，原定生進

教育的經緯(行政院. 1995)' 84 年召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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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國身心障磁教育會議，發表 r中華民國身

心障礎教育報告會 J; 85 年試辦智障者高職特

殊教育實驗班及第十年技藝教育班，提供輕度

智體費者就讀高戰機會(行政院， 1995 '

1996) ﹒法律上， (特殊教育法)，(特殊教育施

行細則}相繼公佈並經多次修訂，賦予生涯"

銜服務法源依摟; (殘障繭利法}先後更名為

{身心障隨者保護法}、{身心障礙者檔益保障

法) ，以定額履用方式，強制規定生產系統擠

在一定員額下雇用障璇者﹒

在政治日過民主開放與法律政策強制規範

下，特殊教育受政府、學者專家、社會團體等

利益團體共同監管﹒在此背景下，教科書如何

建楷障礙者生涯論述?

2.醫學、經濟與社會契約的搭架

我國透過立法保障方式提供特殊教育，實

為落實社會契約概念﹒民國 80 年以前，特教

導請教科書對社會契約概念主要在教育可及性

的層次上，進行零拒絕、遍性國民教育的論

述，社會契約之於生涯，則在職業層茵上，以

進入生產系統為核心﹒ 80 年以後，公平、正

籤、平等的社會訴求與政策法令的背景，在強

化社會輯甘概念下建構陳俊者生運論述﹒

(J)職業與升學選擇並宜的生涯說述

相較於上一個階段省略升學論述，民國

80 年代出現職業與升學選擇並宜的型態﹒

過渡階段的評量: (視障學生)比階

段從中學畢輩到成人階段，面臨就章

或續續升學的抉擇，教育1平量能提供

學生實質的幫助﹒(萬明壘， 1993 :

396 )

(肢體傷殘與身體病弱者)國民中學

階段的教育重點在學業指導與戰輩陶

冶，以為進入高中戰校學習、訓練、

就業或其他情境做車備﹒教師所關心

的是學生有無能力事與適當的國中教

育活動 (徐草良﹒ 19930: 291 )

重度的聽陣者可從事工作，但工作，也

位較低、薪水也少﹒即使克分利用中

等教育階段的職童教育，實質的影響

也有限﹒在溝通和語言已變得越來越

重要的社會，我們應壘，何擴大聾人的

就韋機會，才能使他們在耳耳色的世界

中溝通。(徐車良﹒ 1993b : 677

678 )

強調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與就章之

統墊﹒在美國已立法明訂轉銜1t畫必

須是個別化教育計畫的一部份，並強

調說章是特殊兒童車車生活品質指標

之- • (Collet-Klinge咖嗯， 1998 ;

引自傅旁媚， 2000 )

未來透過法令與理念之落實，希望能

適當的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順利地銜接

各個階段，並且在離開學校車統時，

即能擁有就業能力或進入職業訓練機

構，肯定身心障礙人士的就章能力，

並于以協助快樂的從事過令他們的工

作﹒(傅秀蝠， 2000 : 383-384 )

(2)經濟生產位置分與合之外的選擇

民國 80 年代連續性就業安置概念自美輸

入，此概念海於 1970 年代美國民種通勤、陣

騷者獨立生活運動，批判社會對障礙者既定的

論述，在個體與社會相互影響的主張下，資海

進入職業結構的支持住就業取得發話位置，帶

出連續性就業安宣讀述，

與連續性的教育安置一樣，學者們#

依據中、重度障礙者的戰韋技籠，建

議一連續性的職業安置﹒此連續性的

職業安置亦可由較多限制(最少正常

化)到最少限制(最多正常化)的方

式進行﹒ (邱.J:.真， 1993 : 244

245 )

為 T~障礙者從工作環境有很大限制

的庇護工廠走進常態化的職業生，舌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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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t援性質的事 t韋方式是-個很受

重視的這~﹒包指智能不足者在內的

一些障續看不見得在就葉綠件上此可

以.普通人 -i草地繞在 a韋市塌越

亭，主峻性質的工作是-個很過宙的

蛇童安置﹒根4I J色圖 1984 年發展的

障磁者法韋( Development Disabilities

Act) 規定﹒主援性質的就韋方式會

有于列三項特色 l 以國能力缺陷而

無法取得畫畫串性質t，t章( competitive

employment) 之機會的發展障磁者為

對車，需在工作場所給于持續性的協

助，並給于工作報酬....﹒(許天，且﹒

1993 : 499 )

隨著fJJli者與社會分/合二分模式ar打

破，注入主流生產系統的資誨，鬆動身體條件

與生產系統的因果關係，產生新興諭述﹒從支

持姓說業的起海與型態誨，起初服~對象係以

中重度智能障磁者為主，將資撞車置入競爭性兢

業市嶺，使受ij~f費者得以進入經濟生產系統，

最大的變革在於將資萬里宜於錢學位生產系統的

內部，取代傳統集中宣於生產前的預備階段﹒

然而，後讀版本對支持住說策的論述，或主張

其適用於普遍障聽者，或標定具體皮障蔽者的

就業方向，版本問似以相對憊的傳Ii程度建橋

此自由述﹒亦即，部分特教導誼教科書所建構的

支持住就業»述或設有某種能力鬥懂，以為資

海注入畫畫爭性生產系統的依鐘﹒

(3)生產決定-生運技能與能力的車備

對於個恆生涯決定的諭述部分仍沿承綾濟

生產系統對個體條件的分配或通配機制﹒

戰韋陶冶與技能訓練主要包括三個階

段 草 -·ll肢體障礙兒童t(!蠟工作

世界與戰韋類型;軍二、讓他暸解所

從事某-職章所囂的基本能力，並對

自己的能力與性向作評估;軍三、所

實施之訓練方韋能成品進入工作生遲

的指樑，使之所學能與實際所從事的

工作相配合﹒(王亦樂﹒1993b :

230 )

多重障礙者所從事的控能訓練#官以

他的能力相匹配，雖然他們工作速度

緩慢，但他們可從事摺壘‘整理、包

裝、接桌子、掃地等工作﹒(王祥

槳. I妙3. : 435 )

民國 89 年出現以生運技能與能力的發展

作為決定»述，相較於過去自社會辨識、指認

差異，從而決定經濟生產位置，現則從公民被

益角度，強調消費者導向，主張差異個體均能

進入社會系統，且被親為自主、吳需求與問題

解決能力的個體，生涯決定的焦點..至個體選

擇、決定能力的發展，並監視轉銜服~﹒

生護教育的實施，能被身心陣磯者學

習如何謀生、學習如何學習、學習對

何生浩﹒不但使之從學校順利轉街到

社會，且能適應社會生活﹒享受人生

樂趣﹒(簡明建、邱企滿. 2∞0:

97 )

「轉街服務 J 通常是指陣續學生由中

華學校串串連成人社會與軍區重生活的過

程﹒美國在-九九零年的 IDEA 修正

案中﹒特別增列此項規定，強調轉銜

服務處該考量障，是學生的需要‘選擇

和興趣等條件.... (筒明建、邱企

竭 ·2叫悶 96 )

從發話者位置分析，以問題解決的立場出

發，透過法令政策、教育措施的語言，試圖在

價值與職業道配之外，建軍障儷者需求、興趣

優先的生涯決定，呈現發言者指導性的檔威身

份，障聽者仍鮮以說話者姿態出現﹒再從發話

者陳述方式分析，依附於障別章節的生產概

念，循醫學與經濟生產搭架的讀述形繕，形塑

障國甚者與資優者生涯區別的調性，同時省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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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社會在其中的責任﹒然而，尊重草篇幅下的

生涯概念，則大量運用美國轉銜法令的語言論

述，將陳il1!者從被動決定的個艘，串串而為自主

自決的企業艘，並依消It者導向原則，建置以

「服務 J 取代「教育」、「輔導」的生運論述﹒

至此﹒美國與其立法的生避論述取得發言優

勢﹒障隨者生瀝技能與能力成為論述的焦點﹒

(4) 論述策略﹒升學論述的點綴與篇幅

增加

A點綴式的論述策略

民國 81 年林寶山版首次呈現升學制度限

制的陳述，但將原因以「社會環境的限制」帶

過當時教育當局的態度﹒

盲生的升學管道目前大都根據教育都

訂的 r .視聽障礙學生升學大專及高職

甄試實施要點 J ﹒透過此一管這俊少

數盲人得以進入高職及大專院校的音

樂科卑、 Hi史島、輔導車就請﹒不過

由於目前我國社會環境的限制，大串

串葷的盲生的說輩仍然控為有限﹒

(林寶山. 1992 :“)

gt，穗學校或敘聰班學生的升大學的管

道主要是通過教育部頌tr的「視聽障

。區學生升學大專反高，現甄試實施要

點 J 才有機會升入高職﹒五專、或大

學院校就宮，﹒根據此一要點來看，目

前It障及視障學生升大學的機會並不

多，能說積的科幸有限......不過開放

聽障生就稽的大專科~有逐年增多的

趨勢，未來可也能朝向富麗聽障生直接

學加大學聯考而不另行辦理聽陣生的

甄試...... (林寶山. 1992: 66-67)

B 增加篇幅的論述策略

82 年王文科版密集出現升高中、大專院

校升學制度的陳述，以整頁篇幅描述政府對視

聽障學生升學發展的關注，並出現輔導觀障優

秀學生就讀高等教育的段落，然此多集中於身

體感官障種﹒此改變，貫反應、教育當局處理障

礙團體對 r升學大專甄試辦法J 議題的背景﹒

高中以上聽覺障礙學生的教育安置制

度:目前國內高中以上聽覺障礙學生

之教育安置方式有下列三種:(-)

故Q，學校高戰部......(二)升學高中

軍區等學校.欲升學高中，直等學校就績

之她覺障礙學生一律就近麥加地區高

中或高職聯招考試.*串串招放榜-過

內將有關資料函送教育處，錄取標車

由教育處 r I車障學生升學禹級中莘學

校甄事喜員會J 決定與分發﹒(三)

甄試﹒高中職早葷的聽障學生除T 可

#加大學聯考進入大學就讀外，亦可

依 r .祝聽障礙學生升學大專甄試實施

要點」經甄試合格後由教育都分發豆

大專院校就讀﹒(蕭金土.1993 :

358 )

擴展視障學生升學和就業管道 烏有

致輔導優秀視降生接受高等教育，相

關國已告措施如下: (毛遠坦，民

駒，萬明 j息，民 81 ) 1 漸進取消「視

降生升學大專甄試辦法 J • 1l視陣生

事與-般大學的入學方式，惟需要配

合措施﹒ 2.強化輔導措施，大專賣 j車

班應正式鴿納﹒ 3.成立視陣教學 if源

中心，提供各級稅障學生學習所需之

教材教兵、點宇教材、大字體課本、

有聲圖書和學習輔助工具﹒ 4 政府或

民聞機構所舉辦之考試(如禹普寺、

大串聯寺、教育學分考試、托福考試

等)不得拒絕視障者事加，並』且提供

點宇試卷成大字體試卷，延長件事時

間。 5 加強職業訓練與安置，脫離按

摩，且類的東臼，拓展視障者的耕生

退﹒ 6.開發過用漢字和中文*'統的盲

用電腦軟體和硬體設施﹒ 7.設置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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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樂學金名額﹒遴選優秀的大學草草

盲生繼續在國內外研究所進修﹒(萬

明具， 1993 : 406·407 )

結論與建讀

一、結論

傳統特教場域習以線性、因果視權描繪障

礙個體生涯發展輪廓﹒本研究則視特教導論教

科書為一論述場域，試圖以傳科式論述探討如

何在歷史社會脈絡下，建構障礙者生運概念與

實踐﹒結果發現生瀝論述或因解除戒嚴，社會

團體進入特教論述場域、生涯5萬題成為政策方

向以及解II後教科書出版的時間，以民隘的

年為分隔點﹒ 80 年以前，醫學與經濟搭架的

請述取得優勢，依 r jE常 J 規範社會，目的在

辨識、管理差異﹒進而發展篩選、鐘定、安置

等實踐，以此書里質差異個體﹒ 80 年以後，醫

學、經濟與社會契約的論述組合勝出，在個體

參與社會的就約下，透過支持住就業、升學辦

法修訂等論述實踐，建置新興生灌論述﹒

(一l8學、經滄與社會契約皺遂的諭述形構

與實踐

醫學、經濟與社會契約三芳勢力先後進入

特教論述場域，彼此消長、轉換與組合，建橋

~避論述形構與實蝕，此或許代表歷史社會競

逐的權力開係﹒民國 55 年至 80 年，特教導論

教科書在以政經為先、社會福利居次的背景下

出版﹒在培種勞動生產人口氣要磅的旗幟下，

以留學觀框指認的障服者之教育亦以職業為

要﹒至此，反映在特教導論的生涯論述，則是

相較傳統將障援者視為依賴人口的論述，取而

代之以進入經濟生產系統為必要的前提下，建

置留學與經濟搭架的論述，一技之長的生運論

述佔得上風﹒在論述實踐上，文本生產者以

「身體一能力一經濟生產位置J 的觀框，建置

對偉目甚者生藍圖像的想像與理解，規約二分式

經濟生產的生涯位置，實踐技藝訓練、職業教

育，設置習輩革所、庇護工場、職業訓練法等物

質機構與制度﹒

民國 80 年至 92 年，特教導論教科書早在塾

ill解除戒嚴、社會團體參與政策制定的背景下

陸續出版﹒此時，特教是政府、學者專家與利

益主團體角力、競逐的場域﹒反映在特教導詣的

生涯論述，則不再侷限於逕行就業的論述，相

反的，在尊重障礙者公民檔利的氛圍下，擴大

生涯發展方向與選擇，建置醫學、經濟與社會

契約搭架的論述，職業與升學選擇並置的生涯

論述至此取得優勢﹒從而在論述質錢上，則是

運作升學輔導辦法、十二年就學安置等措施，

並出現企圖鬆動「身體一能力一經濟生產位

」的支持住就業論述﹒然而，從部分版本選

用以能力門緩建構此論述方式，透露障礙者經

濟生產的生運位置，或許仍在個體能力視權下

被觀看﹒

特教導論教科書生涯概念論述變化，質與

{殘障福利法} (1980) 自{身心障哥華者保護

法)( 1997) .而至{身心障礙者槽益保障法}

(2007)歷年更名的精神相呼應，亦與{特殊

教育法}對障礙者從職業訓練的強調，到重視

全人發展所提供生涯轉服濁的內涵若合符節﹒

(二)文本賀信者以繼扇角度蜜語

身為生涯主體的障礙者，在近四十年特教

論述場蟻，或以醫學、經濟，或以社會契約的

語言定義主體位置﹒若從發言者的位置論，不

論文本選用國內外官方政策法令，或教育措施

的語言呈現生避論述，不論文本以建議、勸告

的口吻，或是期待、提醒的基調建構生涯方

向，透露指導性的權威發話者在生甚至論述中佔

有重要發雷位置﹒再從發話者發言分析.80

年以前，在「身體一能力一經濟生產位置」闕

係上，設定障礙者為身體偏異、被動決定生涯

的主體，運作以人就物，或選擇最小差距的人

與物開係之生還決定論述﹒ 80 年以後，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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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別章次的生涯議述，仍循先前模式，發話者

多以構威角度發言﹒然而，專葷的生溼論述，

則選用美國轉銜立法的語言陳述，將生iII焦點

從個體的能力限制，轉至自主自決的生涯能力

上，文本發話者仍以犧威角度說話，鮮少出現

以障礙者孟晶說話者的篇幅，此發話方式之建構

似可呼應 Liu (2∞5) 所言教科書在傳統上乃

第一種公信力的象徵﹒

(三)省略、缺廠與選擇性、.幅增加的la述

第略

在特教i;fI述場域，文本生產者以不同策略

處理相互寶貴逐的論述﹒ 80 年以前，相對於以

普通、持續的策略建宜就業取向的生還論述，

對升學取向的論述則以略而不談、個人能力限

定與陳述國外經驗等三種策略處理，對象多集

中身體感官障別﹒另一方面，就業取向的生涯

論述並不意味適用所有障礙者，運作中仍有障

別、性別、職冒II科別、學校科系的差異與限

制，但這些差異與限制並末在收於教科會內

80 年以後，文本生產者對升學取向的生涯論

述，始探篇帽增加策略，呈現先點綴後密集的

態勢﹒內容選取上，也多為教育當局對升學輔

導方式的陳述，鮮少詣及背後各方角力與協商

的過程，即使有也以 r社會環境的限制J 一詞

帶過﹒綜言之，特教導讀教科書採取的諭述策

略，或以省略方式處理未跨出的詣述，或以靜

默缺席處理跨出譜述中看似理所當然，實則有

所差異的詣述，抑或以增加篇幅處理新興自由

述，然而，僅呈結果，姑隱背景，亦為選擇性

陳述的策略﹒

二、建議

特殊教育導論教科書為特教入門的為述場

域，實乃一種被建構的其實，本研究翻注其誼

述形構與規約過程，試圖從鉅觀視角探討生遷

概念在我國的發展﹒以往我國特教領域較少檢

視、反思特殊教育導論教科書書寫視框，亦鮮

少將教科書視為勤懇論述場域，從場域所俠之

社會歷史脈絡，觀看其如何建構障礙者生涯概

念﹒本研究以傳科式的孟晶述分析發現噩灣特教

導諭教科書偏重以知識傳遞的權威立場建構障

般者生運概念，後期雖加入公民檀利的社會觀

點，然醫學與經濟茵向仍為主翰，且對障聽者

主體定位、生產圖像困化情況、生運觀點來濤

的省恩、批判有限﹒

(一)特殊教育導員童教科書的靈言位重

特教導說教科書不僅應具傳遞基本、普通

旦合法知該之功，更應發揮批判、省恩之舟，

鍵盤讀者勿自圈於知識執行者或技術人員之

位，或應進一步在批判‘反思過程深入理解障

礙，解放個體對障礙者困化的思考與行為，而

非受制於技術性的操練與思想、概念的再製﹒此

外，現令教科書多以官方政策法令與學界觀點

佔重要發言位置，較少提供障礙學生或社會團

體觀點﹒職此，或可檢視當今教科書害的發言位

'與對準教師與一般教師可能產生的影響，

加入不同生涯論述的觀點，鐵充論述的基礎﹒

(二)障圖畫者主體位置的被視

21 世紀的特教從特殊需求服萄角度出

發，強調障礙者自主、自決、選擇與負責的讀

述，生產轉銜服Hi需依個體偏好與興趣規割、

執行，並留意消費者滿意度，此內涵也反映在

{身心障Ii者槍益保障法)(2∞7)與{特殊

教育法)(2∞9) 生瀝串串銜DIU蜜的運作敏式﹒

但這些慨念幾乎撞車於美國.!JI;國社會對於個體

自主、自決的為述為何?此誼述能否能在我國

目前的社會文化、經濟發展興醫學的凝巍、規

約下勝出?如果不能，此言晶點是否會成為另一

個體橋自行負責的替代論述，而將社會、政府

與生態責任略而不談，此或為未來探討特教場

域論述可關注處﹒

(三)補克身心偉國甚者多元生灌»展的例妞

今日畫灣社會相較於過去四十年，在社

會、經濟、政治、教育各方面均有長足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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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l1者的生運也迴與於過去的發展，不自直在學

術-.衡、社會、法律、政治等領域皆可見到

所謂「障l1者 J 的身影，再者，民居 96 年頒

布胞行的{身心障，直者種益保障法}﹒對障l1

者的認定乃領取世界衛生組織的障l11ll點，強

調身體概念之外，側重活動與社會參與的向

度﹒復霄之，在障l1人士生產發展日越多元與

傳擬概念更送下，居於特教領域入 r，磚的持教

導誨，除需8世觀其發言位置與障礙者主體位置

外，增加多元生涯發展的例證與讀書算，或能傳

遞更寬廣的生命圖像，更貼近其實的生運理

念﹒

(四)探討生還為述的多元ll!Ii

特教導自龜教科書的論述場域，大致為特教

學界對障礙者生瀝論述進行梳理﹒然而，簡單証

者又是如何談論與看待生瀝?與障磁者相關師

長、同儕、障礙團體又是如何看待。未來研究

也許可分析不同立場的論述，進一步比較、分

析，或許可看到一個更周延的障礙者生瀝圖

像，其中的落差、矛盾或調和，或可提供一個

更接近生瀝概念實踐的路徑﹒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探討生盡概念在畫灣特教導為教

科書自由述的演變，研究範國僅以國人於民國

55 年至 92 年間首次出版的版次進行分析，未

涉及譯本與修訂版，此為限制之一﹒其次，本

研究所探討的生產概念，僅限於在所收錄教科

售出版的年代背景，與所佔篇幅與分佈的內容

進行分析，研究資料有時間、空間與內容的特

定性與有限性，不宜超出此 II圖進行推自由，此

為限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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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錢一 本研究分析之特教導論一覽表

作{緝〉者/出版時間 書名 全﹒續寫梨樹 全，車數 生甚至尊重數

E革沛德﹒彭駕醉 (1966) 特殊兒童心理 特教學生類別 6 。

費海瑾( 1968) 特殊兒童教育 特教學生娘別 7 。

郭為自喜 (1970) 特殊教育 特教學生類別 12 。

~尚勇 (1973 ) 特殊兒童教育 特教學生類別 s 。
中國特殊教育學會( 1975) 特殊兒童心理興教育 特教學生甄別 12

草草福珍( 1975) 特殊教育 特教學生領別 3 。

國立組澤館 (1981 ) 特殊兒童教育 特教學生甄別 s 。
李億萬( 1986) 特殊兒童教育 特教學生甄別 II 。
何吾吾國 (1987) 特殊兒童4司盟與教育 特教學生鈑別 10 。

林，山 (1992) 特殊教育導蛤 特殊教育主題 13 。

特教國T誰能祉( 1993) 特殊教育過論 特赦學生類別 14

王文科( 1994) 特殊教育哩，趟 特教學生領別 15 。
傅秀#自 (2研油) 特殊教育導蛤 特教學生甄別 15 。
林寶貴(2酬〉 特殊教育理由自與實蕩 特殊教育主題 22 2

郎上其(2ω2) 特殊教育專圖畫 特殊教育主題 13 。
黃志成﹒王麗美﹒寓，驅車直

特殊教育 特教學生數別 1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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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j雇概念在特教導論頸別重重次出現統計表附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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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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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品種(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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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組譚館 (1981 )

李億萬( 1986)

何華國 (1987)

王文科( 1994)

特教國T雜懿社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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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57/98

說明

。

l 本表價就 13 本以特殊學生類別為緝寫架構之特殊教育導請教科書分析'3 本以主題方式緝寫者不在此列

2 r網底J 褻示書中出現續寫的類別章次﹒

3. r ./ J 表示書中論及生涯慨念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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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錄三 內文引用之分析文獻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王文科(主緝) (1987) :特殊教育導指(增訂第二版).噩北，心理﹒

王文科(主編)(20ω) :特殊教育串串自由(增訂第三版).畫北:心理﹒

王亦榮( 1994.) 多重障礙者之教育﹒載於王文科主編 特殊教育導自由 (411-448 頁)﹒聾北﹒

心理﹒

王亦榮 (1994b) 肢體障礙者之教育﹒載於王文科主編特殊教育導誼(201-244 頁) .盡北:

心理﹒

何華圓 (1987) :特殊兒盒心理與教育﹒畫北:五南﹒

李德高 (1986) :特殊兒章教育﹒聾北:五南﹒

林寶山 (1992) 特殊教育導自由.l'f~t :五南﹒

邱上其( 1993) 中、重度及極重度障礙﹒載於特教園丁雜5志社主緝:特殊教育導自由 (221-260

頁)﹒薑北五南﹒

徐草良 (1993) :肢體傷殘與身髏病弱兒童﹒餓於特教國丁雜琵社主晶晶 特殊教育導自由( 26卜

296 頁)﹒蔓北﹒五南﹒

徐享良 (1994) :特殊教育之道勢與展望﹒誠於王文科主編﹒特殊教育哩，自由( 607-695 頁). II
北﹒心理﹒

徐商號( 1975)職業輔導﹒戰於中國特殊教育學會主編﹒特殊兒遍心理與教育( 367-395

頁) .華北-中國行為科學社﹒

國立編譯館主編( 1981) :特殊兒童教育.l'f北正中﹒

張紹直接( 1975) 肢體殘障者﹒載於中國特殊教育學會主編: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245-274

頁)﹒聖北:中國行為科學社﹒

梁尚勇 (1973) :特殊兒童教育﹒噩北:台灣書店﹒

許天威 (1993): 特殊背少年的進路方案﹒誠於特教國 T雜誌社主緝:特殊教育書，自由( 473-518

頁)。畫北五南﹒

郭1i1;藩 (1970) :特殊教育﹒畫南:開山﹒

郭為藩 (2002 )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增訂第四版)﹒臺北。文最﹒

陳榮華( 1975) 智能不足者﹒載於中國特殊教育學會主偏 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 22-62

頁) .蔓北:中國行為科學社﹒

傳秀媚 (2000) :特殊教育未來發展過勢﹒載於傅秀媚主編:特殊兒章教育 (381-390 頁) .畫

北:五南﹒

資海瑾 (1968) :特殊兒童教育﹒薑北:正中﹒

黃志成、王麗美、高嘉慧 (2003 )特殊教育﹒憂北揚智﹒

萬明美 (1993) :說覺障磁﹒戰於特教圓了雜誌社主編:特殊教育串串自由 (381 -4 12 頁) .盡北

五南﹒

絮語珍( 1975) 特殊教育﹒聾北商務﹒

蕭金土 (1993): 聽覺障擬﹒戰於特教圓了雜誌社主緝:特殊教育導自由( 335-380 頁)﹒聾北

五南﹒

簡明建﹒邱金滿 (2000) :特殊教育的發展與指標﹒戰於林寶貴主緝:特殊教育理»輿食務

(87-112 頁) .薑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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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Under the policy of equity and adapted education, increasingly more students

WI曲 disabilities graduating from high school are facing career decision-making. This

study did not only identi旬出e career discours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

tl間. but also enquires how to construct career discourse in introductory special education

textbooks in Taiwan to challenge our thinking about realistic asp配旭 of careers in 出e

field of sp配ial education. Methods: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litative approach and em

ployed Foucauldian Disco山"Se Analys的. Two sets of data were 田ed in the study. Primary

data were 出e 16 血甘oducto句句自ial education textbooks publisbed in Taiwan from 1966

個 2∞3. Other documents compared or supplied text恥。k argt血en扭扭 follows: (I) pol

icy d田間en阻， official publications，別叫demic papers related to careers for individu

als wi也 disabi~ti 間; (2) documents and publi臼tions from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related

to people wi也 disabilities. After collecting data, the researcher undertook da個 analys的

by a constant ∞mparison method, and ∞nn配ted themes to derived r目ults. Findings:

Durin皂白e 1990's when martiallaw ended in Taiw阻. career discour甜甜ifted because of

more interest groups participating in the discursive speci叫 education field, and car目r 15

sues became 祖 agenda in sp自ial education policy. Two categories of car間r disco山"Se

emerged for disc叫到ve shift. The first career discourse from 1966 to 1990 was based on

medical and economic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I) employment-based discourse lacked

post-secondary edu闊的on discourse, (2) either separate or competitive placement of eco

nomic producti凹， (3) career decision was made hy object's trait-factors, and (4) disc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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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e strategies were used in the absence of disabilities, gender, and 0囚upation CI且sift回

tions. The second career discourse 仕om 1991 to 2003 was based on medical, econontic,

and social con甘'acts: (I) career discourse-blended emplnyment and post-se叩恤ry educa

tion discourse, (2) continuous placement of economic production, (3) career decision was

made regarding the participant's career skills and competence, and (4) discursive s恤te

gies: intersperse and increase literature on post-second 副'Y educatinn discourse. Cnnelu

sionsllmplication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introduct。可 special education text

books construct career discourse o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ithin the medical and eco

nomical framework. The study suggest叫做 following: (I) examine the spoken position

nfin甘叫uctory special education textbooks, (2) identify subject positions nf people with

disabil山自 in introductory special education textbooks, and (3) supplement examples on

alternative ca間er development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in甘oductory sp自ial educa

tion textbooks

Keywords: discourse analysis, in缸。ductory special education, text切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