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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者：詹孟琦

    特殊教育之提燈
─以人為本的宋維村醫師

壹、前言

欣逢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成立五十週

年，今年特別以專刊介紹伴我特教一路走來的

特教先進。感謝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主

任胡心慈教授的牽成，讓我有這個榮幸訪問到

宋維村醫師。如果您投身特殊教育有二十年以

上的時間，一定有機會接觸過這位可敬的先

進。

宋維村醫師是臺灣大學醫學院與臺大醫

院精神科的退休教授與醫師，其專長領域包括

兒童與少年精神醫學、家庭精神醫學、一般精

神醫學，以及心理衛生，而兒童精神醫學則是

其主治項目。在取得主治醫師資格之後，宋醫

師曾赴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完成

兒童精神醫學的住院醫師訓練，是臺灣最早接

受完整訓練並投身兒童精神醫學的幾位先驅之

一。由於長期致力於提升兒童醫療服務品質，

於 2015 年獲頒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第六屆兒

童醫療貢獻獎之「終身貢獻獎」。此外，宋醫

師長期投入於自閉症之相關研究，並協助成

立自閉症基金會，服務無數的自閉症兒童與家

庭，被譽為臺灣自閉症之父。過去曾歷任臺灣

大學醫學院副教授和臺大醫院精神科主任，也

曾借調至高雄凱旋醫院，擔任院長一職，而退

休後曾擔任天主教若瑟醫院院長，持續為雲林

偏鄉規劃並提供醫療服務。 
許多讀者或許會好奇，為何一位杏林醫師

會參與特殊教育的開拓，而接受訪談時，宋醫

師也謙遜地提到自己是一位醫學界人士，談不

上是特殊教育的開拓者。不過，在讀完這篇宋

維村醫師的介紹後，相信您也會和我一樣，深

受其人文關懷精神而感動，並且真心地認為他

是我們特殊教育之重要開拓園丁。在以下的文

章中，將會先談談宋醫師如何與特教結緣，再

介紹他在職涯所參與過的特殊教育相關工作，

以及退休後的生活點滴，最後再分享醫師的個

人信念，及其給予我們這些後輩的期勉。

貳、 緣起—偶然結緣，歡喜投入

當選擇投身兒童精神醫學時，宋維村醫

師就和身心障礙兒童結下不解之緣。宋醫師提

到，他並非特意去服務身心障礙兒童，而是兒

童精神醫學中有三個重要的區塊，分別是身心

發展、情緒和行為等問題領域，所以自然而然

地就會接觸到身心障礙兒童。在診治學齡前

兒童時，大多會接觸到有身心發展問題的兒童

（如智能障礙、自閉症），而到了學齡階段，

就會遇到有情緒、行為問題或學習障礙的孩

子。至於青春期的少年，就會常出現情緒、行

為、藥物濫用和精神疾病等問題。因其主治專

長，在日常看診時，宋醫師很自然地就會服務

到身心障礙兒童。

宋醫師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

了在遠東地區建立心理衛生的服務，聯合國世

界衛生組織選擇當時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臺

詹孟琦（meng@cc.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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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投入大量資源，建立一個兒童心理衛生中

心，其設立地點即現今精神科大樓隔壁的兩層

樓建築。此中心致力於各種和兒童心理衛生有

關的問題，早期以情緒、行為問題為主，後來

又拓展至智能障礙和自閉症之日間留院治療，

開啟了智能障礙之教育。在特殊教育的實驗

推廣時期，臺北市中山國小成立了臺灣的第一

個特教班，其師資的培訓，是由當時全臺灣唯

一一位兒童精神科醫師徐澄清醫師負責培訓，

開啟特殊教育的新一頁。爾後，此中心又陸續

於東門和西門國小，協助建立學校心理輔導老

師的制度。可見，在早期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訓

和身心障礙兒童的輔導上，臺大醫院兒童精神

科的兒童心理衛生中心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有感於 1970 年代初期兒童精神醫學專業

醫師之缺乏，宋維村醫師跟隨徐澄清醫師，投

入兒童精神醫學，後續也承接了兒童心理衛生

中心的工作。那時，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

業已成立，所以特教教師的師資培訓就轉回師

培體系。因此，宋醫師主要是透過提供諮詢的

方式，提供特教班老師專業的支持。不過，由

於與東門國小的合作關係，他也會協助學校如

何早期發現適應不良的學生，並培訓老師如何

做因應。除了與學校的合作，宋醫師也協助訓

練衛生所的護士，幫助他們如何早期發現發展

遲緩兒童、如何轉介。在兒童精神科醫師缺乏

的年代，宋醫師所參與的特教相關工作，多是

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切入，希望能讓更多醫療和

教育相關人員有一些基礎知識，以協助推動兒

童心理衛生的相關工作。

至於為何會投入自閉症的研究和診療，宋

醫師表示是偶然的因緣。全亞洲第一個自閉症

早療中心，設於臺大醫院的兒童精神科，一開

始是由一位心理師負責。1978 至 1980 期間，

宋醫師赴加拿大進修，而這位心理師也移民日

本執業。在這段期間，這個早療中心並沒有人

負責主持。因此，宋醫師回國後，就接手這項

工作。由於要提供早療服務，需要先了解過去

所做之早療服務的成效，所以他就著手進行一

項追蹤研究，追蹤過去於中心接受早療服務的

自閉症幼童，以了解其離開後至 16 歲期間的

適應情形。其研究結果發現，日間留院部的早

療訓練的確能幫助這些自閉症幼童學會所需的

技能，但是卻無法讓他們把技能類化於學校情

境中，逐漸喪失多數已習得之技能。從此，宋

醫師就一直投身於自閉症的相關研究。

在與自閉症兒童、家長接觸的過程中，宋

醫師覺察到他們的獨特需要、其資源取得之不

易，以及學校適應的困難。他發現，若要幫助

他們，就要先從宣導開始做起，幫助學校教師

認識自閉症，知道自閉症學生的特徵、行為治

療和班級經營。於是，他開始跟各縣市的教育

局、學校合作，陸續於屏東、宜蘭、花蓮……

等縣市，利用星期三下午，辦理自閉症的工作

坊，介紹和自閉症有關的基本概念。此外，他

也覺察到自我倡議的重要性，開始著手創立自

閉症基金會，藉由充權 (empowerment)，幫助

他們認識自己的需要、權力，以及如何尋求所

需資源。

在 1985 年，當時的臺北市教育局長毛連

塭教授於市立師院（現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

小，成立第一個情緒障礙班，其所招收的對象

其實是自閉症學生。當時，特殊教育領域尚未

有此專長的學者。由於宋醫師在自閉症領域的

投入與專精，毛教授遂邀其協助訓練這一批特

教教師，教導他們適用於自閉症學生的教學和

行為處理策略。此外，於 1990 年代初期，宋

醫師也受邀參與殘障福利法和特殊教育法的修

訂。當時，宋醫師擔任臺大醫院精神科主任，

也是中華精神醫學會和心理衛生協會的理事

長。因為特教學者對於自閉症的了解不多，而

從他之前所做的自閉症追蹤研究，他知道自閉

症兒童其需求之獨特，故建議應該將自閉症獨

自劃歸一類，而非情緒障礙。1980 至 1990 年

代是特殊教育的實驗、創新和發展時期，而在

特教法規的修訂和特教教師的在職訓練上，宋

醫師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過，宋醫師認為自己真正地踏入特教，

其牽線人是他的多年好友吳武典教授—臺灣師

範大學特教系的榮譽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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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系一直是國內培育特殊教育師資與專業人才

之重要搖籃，其系所之創立，始於吳武典教授

在 1986 年所籌措成立的特殊教育碩士班，之

後才陸續成立大學部和博士班。創系時，吳教

授即邀請宋醫師開授自閉症相關課程，以及精

神醫學方面的選修課，為期十年，助我特殊教

育培育出許多優秀的實務教師。期間，宋醫師

陸續指導多位研究生完成碩、博士論文，主題

多和自閉症、學習障礙的學習有關。很多他指

導過的研究生現在都還持續在特教崗位上努力

不懈，是優秀的特教實務教師和行政人員，也

有不少學生成為教授，如臺東大學師範學院院

長曾世杰、前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系主任王瓊

珠、清華大學特教系系主任陳國榮，以及臺灣

師範大學特教中心主任胡心慈。他們不但是傑

出的研究人員，也承繼了宋醫師的教師角色，

持續為臺灣特教人才的培育盡心盡力。可見，

宋醫師是我特教人才培育搖籃之重要推手。

宋維村醫師與身心障礙者的接觸或許是偶

然，而與特教結緣之初心或許是為了推動公共

衛生，但是從其與特教結緣的過程來看，他見

證、參與了特殊教育的重要發展，堪為特殊教

育之開拓者！

參、耕耘—身障倡議，提升實務

行醫超過四十年，宋醫師投注了許多心力

去陪伴自閉症兒童及其家庭 。除了藉由看診和

提供早療訓練，他也藉由參與立法、擔任國家

部會之公共衛生與特教諮詢委員，針對身心障

礙者之服務需求、政策訂定，提供建言。在他

所參與的眾多工作中，有幾項是他投入最多心

力的工作。

首先是成立自閉症基金會。宋醫師認為：

「這其實是一種社會教育的工作，喚起家長去

重視自己的權利，就是現在所說的充權。」相

較於特教界的「賦權」，我更認同宋醫師的用

語「充權」，真正地尊重身心障礙者及其家長，

更強調他們的主體性。早在四十多年前，宋醫

師就察覺到充權的重要性，認為要「陪伴」家

長，讓他們注意到可以為自己、為孩子做些什

麼、爭取哪些權利。因此，他利用一、兩年的

時間，每個星期都跟自閉症家長開會討論基金

會的成立事宜，並宣導和他們自身權利倡導有

關的知識。成立之初，他也確保董事會至少有

一半的成員本身是自閉症或家長，甚至曾經讓

一位高功能自閉症擔任會長。由此可知，在與

身心障礙者、家庭互動時，宋醫師抱持的基本

信念是「尊重」，他認為自己並不是在「幫助」

他們，而是和他們站在同等的地位，「陪伴」

他們一起去面對、解決他們所遭遇到的問題、

去倡導自己的權利。

宋醫師更把自閉症基金會的成立，當作一

種社會運動來運作。在募集經費時，他希望能

藉此讓更多人認識自閉症，了解他們在不同人

生階段所面臨的問題，知道如何和他們互動，

學會尊重他們，體認到他們的需要，進而願意

捐款贊助基金會的成立。因此，他拒絕大戶捐

款，而是利用兩年的時間，上電視節目、到學

校去宣導自閉症，透過小額捐款的方式，籌措

到所需的三百萬元經費。有時候，一次只能募

集到幾十元，而那卻可能是某次宣導後，小學

某個班級全班學生的心意。宋醫師靠的就是這

樣一點一滴的努力，集結社會大眾的力量， 完
成自閉症基金會的創立。在當時，小額捐款和

宣導式的社會運動實屬創舉，可見宋醫師之睿

智與遠見！

在研究方面，自閉症一直是宋醫師之研究

焦點。最早的研究是之前所提到的自閉症追蹤

研究，因為覺察到這群孩子的獨特需求，宋醫

師開始投入一系列的相關研究。早期的研究主

軸聚焦於了解自閉症的核心障礙，特別是相互

注意協調能力 (joint attention) 之相關議題。當

時，多數的研究結果和文獻都指出此項能力是

自閉症之核心障礙，所以宋醫師花了許多時間

去探究此病理，以及此能力之教學。雖然教學

成效不如預期，但是研究過程中最大的收穫是

找出適用於自閉症學生之教學技巧。爾後，宋

醫師也致力於探究如何提升自閉症學生之早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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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如何幫助自閉症學生及其家庭，一直是

他關注之議題。雖然醫師做了許多研究，但是

他卻沒有花時間把研究結果發表於期刊並用於

升等，而是利用研究所找出的有效實務，用於

幫助自閉症學生。

在其工作生涯的後期，宋醫師投注較多

的心力於幾件事：督導與訓練精神科醫師、指

導研究生，以及推動醫學倫理和精神科之醫院

評鑑。在醫師的訓練上，宋醫師會嚴謹地要求

他帶出來的醫師，希望能把這份嚴謹傳承到新

一代醫師對病患的服務上。在指導臺大心理系

和特教系的研究生時，宋醫師說自己是個自由

主義者，他把學生視為獨立的個體，讓他們自

由發展，對於學生的問題，從不給答案，只是

不斷地拋出問題，引導學生去獨立思考和解決

問題。不過，與其說是引導，宋醫師更認為自

己是陪伴學生，給研究生機會去走出自己的方

向，而他所指導的特教研究生，有多位現在都

成為特教界的領頭羊。在醫學倫理的推動上，

宋醫師教授「醫學倫理」這門課長達三十年的

時間，從二十年前開始，協助推動把醫療倫理

從傳統的「以家屬為中心」導向「以病人為中

心」，更注重隱私權、更尊重病患，要告知並

取得其同意。至於醫院評鑑，宋醫師取得科技

部之研究補助，是精神科之醫院評鑑計畫的主

持人，致力於推動醫院評鑑，讓醫院能提供更

好、更人性化的服務，以提升醫院之醫療服務

品質。

綜上觀之，陪伴自閉症學生及其家庭一直

是宋醫師的工作焦點，不只是服務他們，更希

望帶領他們去充權、為自己發聲，莫怪乎他被

譽為自閉症之父。在培育醫師和特教人才、醫

院評鑑上的積極投入，更是彰顯他對特殊教育

與醫療之服務品質的關注。

肆、轉身—持續不懈，樂於付出

熱愛其工作的宋醫師原本預計屆齡退休，

但是身為天主教徒的他，因為天主教若瑟醫院

主事的神父年事已高，而在神父的召喚下，提

早於 2006 年退休，扛起醫院院長之責，規劃

醫院之目標與開發方向，並管理醫院之執行與

運作，以提升雲林縣之偏鄉醫療服務。

再次自若瑟醫院退休後，宋醫師持續在

若瑟醫院兒童心智科進行門診，於偏鄉提供兒

童精神醫學之服務。此外，他每個禮拜會在臺

灣大學醫學院上課，訓練欲取得兒童次專科的

精神科專科醫師，也持續執行精神科之醫院評

鑑計畫。宋醫師表示，退休後還是持續做著退

休之前的工作，看診、訓練精神科專科醫師，

以及執行研究計畫。唯一的差別是時間比較寬

鬆。

近兩年，宋醫師則著力於執行世界衛生組

織的一個早療服務方案：照顧者技能訓練方案

（Caregiver Skill Training Program，簡稱 CST
方案）。CST 方案是一個結構化的九堂訓練課

程，目的是幫助家長認識促進自閉症兒童社會

互動的作法與行為處理之方式，並藉由居家訪

視，訓練家長如何在家中透過例行遊戲 (play 
routine) 和例行的居家社交 (social home routine)
活動，去提升自閉症兒童的社會互動和溝通能

力。宋醫師指出，臺灣自閉症的早療服務還

是停留在 20 年前的概念，只是由專業人員提

供物理、職能和語言等治療。即使接受了長時

間的早療服務，這些自閉症學生入學後，還是

有明顯的固定行為、情緒與行為問題，以及溝

通困難。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宋醫師欲探究此

方案之可行性，故於去年找了 11 個自閉症家

庭進行「前」前導研究，而今年又擴大於四個

不同的醫療單位進行前導研究，其中也訓練了

一位特教老師擔任方案的協助人員，看看是否

能把這樣的訓練方案也帶進教育體系。順利的

話，希望陸續推廣此方案於全臺灣，以改善自

閉症之早療服務。

即使退休，宋醫師心中還是放不下這群需

要關懷的身心障礙兒童。除了持續服務這些孩

子和他們的家庭，也致力於改善早期療育和醫

療服務品質。當問及退休前、後生活之差異時，

宋醫師表示其實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是行程較

為寬鬆，但是他覺得要服老， 就是要接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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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世界關懷自閉症日宋醫師（左三）及與會者合影

實，體認到自己的體力、記憶力會不如退休前，

要知道自己有很多的限制，有許多想做的事未必

能做到。不過，他說：「我會一直做下去，直到

自己做不動為止。」

伍、期許—愛其所選，尊重差異

在訪談過程中，我曾問宋醫師是什麼支持他

一直做下去，他是如何保持熱忱。宋醫師的回答

很簡單：「做你喜歡的工作！」又問及「在所從

事的工作中，他覺得最有意義的工作是什麼？」，

他覺得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意義。至於要如何

面對工作中的挫折，醫師說每個人的方式或許不

同，但是他建議了幾個雖是老生常談卻很重要的

方法：（1）能跟另一半或家人分享、談談；（2）
要花時間去內省；（3）運動和生活規律。對於

如何讓我們能堅守特教崗位，宋醫師給了我們一

個很好的處遇：熱愛自己的工作，做自己覺得有

意義的事，找到自己所需的支持，以及愛自己。

宋醫師也分享了自己的工作信念。第一個信

念是尊重。無論是在服務病患或帶醫師、研究生，

宋醫師常說自己是在陪伴他們，不是幫助、也不

是引導，而是站在平等的地位，陪他們一起學習、

一起解決問題。第二個信念則是以人為本。要看

到身心障礙者的需要，給予他們所需的支持，也

要看到他們的優勢，幫助他們發揮所長。第三個

信念則是充權。不僅僅是提供協助，更要相信身

心障礙學生及其家庭能學會為自己的權利與需求

發聲、倡議。這些信念也應該成為我們這些特教

後輩對自己的期許，俾能助我們扮演好特教專業

人員的角色。

最後，問及對於特教後輩的期許，宋醫師表

示不敢說是期許，而是期待學校的教育人員能更

尊重特殊學生和他們的家人，以人為本，互相尊

重 ，幫助學生發揮特長，而不只是重視學業表

現。另外，在面對身心障礙學生時，期待學校人

員能有更彈性的做法。有時候，特殊生的問題狀

況不是源自於學生自己，而是遇到不同的老師，

有時因其價值觀不同、班級經營之做法缺乏彈

性，而產生問題。期許教育人員能具備尊重個別

差異和適性發展的觀點，進而做到因人而異，給

予個別且有意義的調整與彈性。

宋醫師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他歡喜做、覺

得有意義的事，也帶給他許多生命的感動。這是

他努力不懈的動力，不在於外在的收穫，而是一

種內在的充實和成就感。願我們也能在宋維村醫

師的感召下，秉持著尊重、以人為本的信念，繼

續以熱忱灌溉特殊教育，陪伴身心障礙學生及其

家庭成長、茁壯，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採訪人員：

詹孟琦，從小立志當老師，誤打誤撞入特教，

無法自拔愛上它，全心全意做特教。曾任國

小特教班教師、普通班教師，目前任職於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教系，專長領域是中重度

障礙之課程與教學，研究興趣是身心障礙學

生之生涯發展與轉銜。

圖 1   宋維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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