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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者：劉秀丹

春風化雨一甲子  專訪特教長青樹
─林寶貴教授

壹、前言

說起寶貴老師，會讓人想起屹立不搖的長

青大樹、枝繁葉茂、果實纍纍，造福了無數特

教人。

貳、種子─因為愛

1957 年，寶貴老師 18 歲，正要從臺北女

師畢業。一場臺北盲啞學校的參訪活動，改變

了她的一生。她看到盲啞學校的老師們默默地

為學生們付出的慈悲，也感受到學生們的純真

善良，深受感動，因此放棄了原本可以到都會

地區教「明星學校」的機會，決定成為這裡的

老師。在寶貴老師的年輕心中，清楚地出現這

樣的聲音：「可以教身心障礙學生的老師才是

最偉大的老師！」這樣的初衷，一直引導著她，

要為特教成長茁壯而努力。

參、成長─不服輸

「教，然後知不足。」在盲啞學校（現在

的臺北市立啟聰學校前身）任教期間，寶貴老

師深深感受到國內特教資源的不足，而如果要

學習新知，向國外取經，一定要有良好的外語

能力。因此她決定勇敢踏出舒適圈，爭取保送

師大英語系。

英語系的課程充滿著生澀的語言學理論，

著實十分吃力，但寶貴老師透過挑燈夜戰的努

力、吃苦當吃補的精神，克服了英語困難，也

為未來研究語言與溝通障礙理論奠定了基礎。

師大英語系畢業，在國中任教三年後，寶

貴老師又因為不能籌足赴美留學保證金，只好

改赴日本留學，而開始努力準備日文。不服輸

的個性使她不僅將日語學好，還認真學了日本

手語。留日期間，還拿到了花道、茶道、美容、

攝影……等證照，好學又聰明的她，可說多才

多藝，光芒四射。

在那個年代，不要說是臺灣人，就連日本

本國人都很不容易取得博士學位。寶貴老師是

臺灣獲得日本特殊教育哲學博士的第一人。在

求學期間，博士班要求要有第二外語專長，寶

貴老師除了精通英語，對於法語也有修習，惟

博班教授無人能檢測她的法語能力，她只好再

自修德語。因著不服輸的好學個性，寶貴老師

不斷地精進自己、裝備自己。她不只在語言上

多元學習，在其他方面亦是努力接受挑戰，積

極成長，比別人更用功、更努力，期許為未來

特教服務路上，作最佳的準備。

劉秀丹（tan@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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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開枝散葉─奉獻特教

1980 年寶貴老師回國後，即到國立臺灣

教育學院（是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的前身）特殊

教育系任教。她一共擔任了九年特教中心主

任、五年特教系主任，馬不停蹄在其任內開創

特教新局。寶貴老師說那時的情形可以用「創

業維艱」四字來形容。的確，當時特教法剛

通過，一切都要從頭開始，沒有先例可循、沒

有資源、非常辛苦。寶貴老師一點一滴的「打

天下」都成了後來臺灣特教彌足珍貴的前進方

向。在「臺灣特殊教育拓荒者」一書中，即記

載了寶貴老師當時的努力。

「沒有儀器設備、沒有資源，都打敗不

了老師的決心──一定要把未來的老師

教好的決心，因此老師利用暑假到美國短

期進修。例如：到美國第一所以口語教學

的克拉克聾校上暑期學分班，並辛苦扛回

十六厘米的教學膠卷；去柏金森盲校扛回

臺灣第一臺盲用打字機。這些經歷對於身

處資訊科技發達時代的我們是很難理解和

想像的，除了證明老師對特教投入的熱

誠，也證明老師是一直走在時代前端的，

不斷吸取新知，不囿於以前在盲啞學校以

手語教學的窠臼，為聽障教育注入活水。

當時特殊教育法剛剛通過，臺灣的特教

正在起飛期，由於教學資源的缺乏，老師

還向她的小學同學募款，出版很多特教叢

書，免費提供這些特教教材或資源給特殊

學校（班）及特教系學生，對學生而言是

莫大的恩典。」（黃玉枝教授）

1990 年她回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服務，期間也擔任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及特教中心主任等職務，與其他特殊教育界的

先驅，如吳武典教授、張訓誥教授及黃德業教

授，一起為臺灣的特教努力，奠定了特教發展

的重要制度。

不管在彰師大時期或臺師大時期，寶貴老

師總是日夜忙碌，一方面在制度、法規及行政

面上親力親為，另方面更是恩威並用地教導學

生成為更好的特教老師，以下簡要說明寶貴老

師在特教路上的努力成果。

一、發展課程綱要、編製教材

早在 1981 年開始，寶貴老師即參與教育

部啟聰類及啟智類的課程綱要編訂，並擔任指

導委員。接著在 1985 年又在教育部委託下，

與聽障教育老師共同編輯啟聰學校（班）國語

文統編課本，後續並繼續指導編輯啟聰類國語

科、社會科、自然科個別化教學方案行為目標

細目，引導臺灣聽障教育走向個別化的教育計

畫。

二、建立特教制度

寶貴老師剛到彰化教育學院的特教系服務

時，這是國內第一個特教系，專收三專畢業生

以插班大學的方式就讀。寶貴老師一向愛學生

如己出，她希望學生學得更完整、未來就業更

有保障，乃向教育部申請改制為四年制完整的

大學部，招收一般高中畢業學生，且均為公費

生名額，奠定了臺灣特教師培制度的基礎。

同時，寶貴老師也主持了教育部的多項重

要計畫及全國性的大型專案，例如：1990 年

的教育部發展與改進特殊教育五年計畫，及六

年計畫聽語障組；1992 年擔任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安置、輔導工作推動指導小組北區分部

召集人；1992 至 1993 年進行特殊教育運作網

路系統之規劃研究；1995 年至 1998 年每月發

行特教新知通訊，分送全國特教機構參考。寶

貴老師的這些努力為後來特殊教育網路、通報

網、完備的鑑定安置就學輔導制度打下穩固的

根基。

三、向上及向下延伸特教服務

因應聽障學生逐年成長，寶貴老師關心的

觸角也從早期療育階段、國民教育階段一直延

伸到高等教育階段。

1982 年起，寶貴老師接受教育部委託，

負責輔導全國就讀大專的盲聾生，並建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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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方案、巡迴輔導、個別輔導、諮詢專線服

務四種模式。四年後，寶貴老師更建議教育部

於各大專院校自行成立資源教室，為目前大專

院校資源教室輔導方案提供了引導方向。

寶貴老師亦將關心的觸角向下延伸至學

前，她於 1995 至 1997 年接受教育部委託，進

行學前特殊學生合作學習實驗班教學實驗，可

說是學前融合教育之濫觴，也為 1997 年特殊

教育法第一次修訂提供了學前教育階段教育及

早期療育之規範。

四、持續聽語障學術研究

寶貴老師是早期少數從教學現場轉任學術

工作的教授。雖然後來行政、教學工作忙碌，

但她始終沒有忘懷聽語障教學的研究工作。如

1994 年主持聽障學生第十年技藝教育推動規劃

專案研究，同年還在臺北啟聰學校進行語調聽

覺法對聽障學生口語教學效果之研究。接著又

編印聽語復健編序教材行為目標檢核手冊、聽

語復健編序教材教學活動設計，並在婦聯聽障

兒童文教基金會進行兩年之教學實驗。她兼具

理論與實務的研究成果，對於現場的教學有很

多的指引效果。

五、關心智障及資優教育

除了聽語障教育的專業外，寶貴老師亦

對資優及其他身障教育提供支持建議。如同在

《臺灣特殊教育拓荒者》一書中提及：

「寶貴老師也關心剛在起步萌芽的資優

教育，並運用其在語言學上的專長支持啟

智教育，如 1984 年接受教育部委託，進

行高中聯招制度對國中資賦優異學生教育

之影響研究；1985 年起接受教育部委託，

編輯啟智學校（班）國語文統編課本。」

六、積極學術交流

天生活力充沛且精通六種語言的寶貴老

師，在與國外的學術交流上更是如虎添翼、站

在很有利的條件上。她總是熱心組團帶領臺灣

特教團隊到國外學習、發表論文，讓臺灣被世

界看見。例如：1998 年組團赴北京參加第六屆

亞太地區聽覺障礙會議，並爭取 2002 年第八

屆聽障會議在臺北舉辦。這是一件非常艱鉅的

工作，雖然能吸引國際對臺灣的認識，更有助

於臺灣學術水準的提昇，但的確需要很多的人

力和財力。加上隔年九二一大地震，使得申請

經費補助變得非常困難，而寶貴老師自己也積

勞成疾，於籌備期間一度病倒，籌備工作一度

受阻，許多人勸她放棄。但她認為這會影響國

家形象，因此仍堅持抱病完成籌備工作。最後

圓滿主辦了第八屆的亞太地區聽覺障礙會議，

當時有 18 個國家參與，與會人士 754 人，發

表 150 篇論文，是非常成功的國際型會議。

她又連續六年在桃園啟智學校辦理六屆

語言治療研討會，邀請國外知名的聽語障礙專

家，結合醫療與特教資源，開啟了臺灣語言治

療師與特教老師專業團隊合作的對話平臺，大

大提昇了特教老師在語言訓練的專業知能。後

續亦持續舉辦北、中、南、東四區身心障礙相

關專業人員整合研習，促進了特教專業團隊的

合作。

七、成立參與社團

寶貴老師深知特教的深耕需要團隊合作，

結合有志一同的人共同努力，因此她積極創立

了很多社團。她從日本回臺服務的第一年，看

到很多身心障礙兒童常被拒絕於校門外，「這

麼多家長帶著孩子走來走去，沒地方去」，就

和另七位志同道合的夥伴集資六十萬成立了

「第一兒童發展中心」，讓進不了正規學校大

門的特殊兒童有接受訓練的場地和機會。老

師至今仍以董事的身分持續關心該基金會。除

了擔任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創會董事外，寶貴

老師也是臺灣聽力語言學會、中華資優教育學

會、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臺北市龍江扶輪社、

以及臺灣手語翻譯協會的創會會員。她也曾擔

任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的理事長，並成立中

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並擔任創會理事長及榮

譽理事長，出錢出力，奉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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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老師同時也鼓勵中部四縣市聽障學生

家長組織聲暉家長會，後來各縣（市）家長相

繼仿效，發展成今日各縣市之聲暉協進會及聲

暉聯合會。寶貴老師長期鼓勵家長參與、是給

予身障者家庭支持的最佳楷模。

八、著作豐碩

提起寶貴教授的專業著作，產量之豐讓人

難望其項背―期刊有 128 篇、研討會論文 172
篇、專書更有 158 本之多，除此之外，還有 33
套鑑定評量工具。這麼驚人的數字，讓我們很

懷疑寶貴教授是不是一天有 48 小時呢！

寶貴教授為特教做了這麼多事，而她認為

在自己的特教生涯中最有意義的事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讓她眼睛亮了起來，打開了她的美好

回憶。她說：

「剛到國立臺灣教育學院擔任主任時，

一位聽障生考進了特教系。這位聽障生

叫岑清美，她的能力很好、在就讀特教系

之前已從中山醫學院的醫事檢驗科畢業。

自從她參觀了啟聰學校以後，就一心想要

成為那兒的老師，陪伴同樣是聽障的孩子

們。當時系上規定大四實習時，要到普通

國小教學，這對她來說有很大的壓力，但

我仍堅持她要和其他同學一樣用口語教

學。我鼓勵她多利用其他教具，但仍請她

務必練習開口說話。她只好開始配戴助聽

器，並且利用暑假苦練說話。大四上學期

一開學，同學們都跑來告訴我，清美開口

說話了！她的實習也很順利，小學生還誤

以為她是僑生，所以說話腔調才有些不

同。接著，我又幫她爭取在畢業典禮時以

口語代表畢業生致答詞。當天，好多人都

哭了，因她的努力態度感動不已。這是

我在教學生涯中覺得最有意義的美好回

憶。」

伍、  庇 蔭 大 地 ─ 退 休 後 的 利 他
分享

寶貴老師於 2004 年於臺師大特教系屆齡

退休。退休後的她，比以前更忙。一直到現在，

她仍每天到臺師大退休教授辦公室工作。

退休當年，她就創立「中華溝通障礙教育

學會」，每年舉辦教材教具比賽、國際學術研

討會、專題演講、溝通障礙教學經驗分享、模

範聽障教育教師表揚、聽障教育成果發表會、

論文發表等活動，至今已超過 15 年。雖然寶

貴老師卸下了理事長一職，但她仍肩負起大會

活動的策畫和督導。參與學會工作的林秀錦教

授曾這樣說：

「學會盛事莫過於每年一度的年會了。

學會籌辦兩岸交流學術研討會，寶貴老師

貴為榮譽理事長，總是親力親為，協助學

會處理各種大小事務。對外與大陸學者聯

繫溝通、協助辦理入臺手續，四處籌募資

金申請補助；對內規劃研討會議程、邀請

專題演講人員、安排場地、甚至連工作人

員任務編制調度，老師都會縝密規劃，力

求完美。」

由於寶貴老師的用心，每年一度的會議成

為大陸特教界對臺灣特教最深的印象。她更經

常組團赴大陸參加特殊教育論壇或研討會，發

表論文，宣揚臺灣特教的豐碩成果。

寶貴老師對於兩岸的特殊教育及學術上的

交流更是不遺餘力。自 2007 年起，她為了協

助特殊教育剛起步的大陸地區，經常應邀發表

專題演講或擔任各大學特教師資培訓中心客座

教授或特聘教授。老師的腳步遍及廣州華南師

大、廣東外語藝術大學、中州大學、南京特師

院、鄭州師院、綏化學院、濱洲醫學院、泉州

師院、廣州大學市政技術學院、上海英華特教

師資培訓中心、中山特校等處。她並於大連、

南昌、廣州、佛山、海寧、鄭州、北京、杭州、

西安、重慶、長春、宜昌、廈門、珠海等地，

從事特教培訓，都受到大陸特教相關人員極大

的歡迎和尊重。

寶貴老師也積極促進臺灣特殊學校與大陸

特殊學校締結姊妹學校、互相交流學習。在「臺

灣特殊教育拓荒者」一書中即有這樣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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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赴上海見證臺北啟聰學校與上

海第四聾校締結友好合作聯盟、2009 年促

成臺中啟聰學校與廈門聾校締結友好合作

聯盟、2010 年促成臺南啟聰學校與福州聾

校締結友好合作聯盟。2011 年又促成杭州

聾校及廣州聾校與臺北啟聰學校建立姊妹

校、2012 年再促成桃園啟智學校與溫州特

殊學校締結友好合作聯盟、2013 年促成中

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與溫州市特殊教育學

會締結合作聯盟。」此外，2016 年也促成

廣州市越秀區培智學校與高雄市啟智學校

結盟，2017 年促成宜昌特殊學校與臺北啟

智學校結盟。

陸、學生心目中的大樹

寶貴老師在學生心目中，是一位最認真、

最嚴格的老師。但是當學生有求於她時，她卻

又是古道熱腸的菩薩，總把對方的需求放在第

一位。

「老師處事嚴以律己也律人，事必躬親

且要求嚴格。但只要你向老師請求幫忙，

她每件事情都認真處理，常常忙得忘了還

有『自己』要照顧，師生們都知道老師是

標準的『刀子口，豆腐心』。」（黃玉枝

教授）

「寶貴老師是我見過最認真的教授之

一，不論在學術或行政上，都非常的投入。

老師在指導研究生，字字句句都批閱得非

常仔細。每次看到密密麻麻的紅字，都讓

我非常的感動。不管有多忙，老師總是不

會放棄她在學術上的堅持，一定要我們做

到最好。」（黃桂君教授）

「好幾次，看見老師上上下下地找資料

圖書，寄去給前來索閱資料者。忍不住勸

老師，年紀大了，不要再做這些事了。老

師總是淡淡的說：『人家來要資料，就是

有心。如果不給人家，那就過意不去了。』

即使退休好多年之後，再也沒有工讀生幫

忙。老師依然拖著老邁的身軀，對於這些

四面八方的請求，來者不拒。」（黃桂君

教授）

「寶貴老師不僅效率高，她還非常謹慎，

符合她的研究學者風範。我們寫的文件內

容或記錄，老師總是一字一字看，一字一

字修改，就像修改學生論文一樣，不放過

一個錯字或標點符號，來來回回潤飾直到

完美為止。」（林秀錦教授）

寶貴老師律己甚嚴，處理事情極有效率，

只要跟上她的腳步，就可提早順利完成業務。

她也非常重視細節，嚴謹的做事態度，讓學生

印象深刻。

「老師不僅做事計畫周詳，更是隨時掌

握執行進度。會議一結束，回家後就會接

到急急如律令的電話或郵件催促，叮嚀會

議記錄盡快完成。跟著寶貴老師工作的最

大優點就是，只要能按照他的節奏，一定

會進度超前提早完成。」（林秀錦教授）

「無論是執行專案或是學會運作，老師

對工作進度永遠有一套嚴謹的 SOP，每次

的會議都能將工作的進度鉅細靡遺的報

告，並將下一階段的工作進行分工。會議

後立即做成紀錄知會與會者，並在下次會

議做驗收與討論。無論階段性或是最後完

成的工作，一定會有完整的報告呈現執行

成果，展現執行力特強的特質。」（楊雅

惠教授）

「老師對細節相當重視，從她對日常生

活的態度可見一斑。研究室再怎麼忙碌，

東西永遠找得到，再如像辦理研討會，除

了必要的論文集一定廣發徵文訊息以便蒐

集到專業文章之外，研討會所需的各種用

品等細節，也必定無缺漏，務必使會議進

行順利圓滿。此外她對任何的專訪或開

場，一定事前準備文稿侃侃而談。凡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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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充分展現出老師重細節的特質。」（楊

雅惠教授）

雖然老師是個認真嚴格的長者，但是對

於學生又像慈母般關懷，不只關心學生的論

文、課業，連學生的家庭、工作都是她關心的

對象。

「老師常常會關心我的工作狀況和家庭

的生活。尤其當我先生畢業後在南部工作

而分隔兩地，老師只要看到南部有工作機

會就幫我寫推薦信，希望我們夫妻可以團

聚。只是我『龜速』的論文進度，讓老師

在生大病中打著點滴幫我修改論文，也拖

了很久，才讓老師放心。老師對我的慈母

之心，感念在心中。」（黃玉枝教授）

「老師不僅在學術上指導我們，更關心

我們的生活，她希望她的每一個學生，都

有機會謀得理想的工作，來教育下一代。

就像我博士班剛畢業時，老師就一直忙著

幫我推薦工作；我們這些不成材的學生，

總是常常挨老師的罵，覺得老師脾氣很不

好。後來才發現，其實老師的心是最柔軟

的，只是性子急，說話比較直，她的心比

誰都好。」（黃桂君教授）

最有趣的是，寶貴老師因為事情繁多、又

要求事情盡善盡美，難免性子較急，說話比較

直，此時學生們自然就會默默避開，待老師心

情好時再出現。

「還記得在博士班時，老師擔任特教系

所和特教中心主任，事情很多而忙得不

可開交，對於事必躬親要求嚴格的老師而

言，經常有人要遭殃。哈哈 ! 我們這群研

究生，要進主任辦公室前，會先到協助系

務的昭安老師處打聽『氣象報告』，晴天

則吾往矣；若是陰天我們快快閃人以免掃

到颱風尾。」（黃玉枝教授）

柒、後記

今年剛過完八十歲生日的寶貴教授，依然

每天出現在師大博愛樓一樓的辦公室，仍舊每

天為特教事務忙碌。如同黃玉枝教授所說：「雖

然有時心疼老師的勞累，想勸她多休息，但是

勞碌的工作，似乎也是支撐她身體健康的一種

動力，也為我們想倦勤時，豎立一個工作勤奮

的典範。希望老師這顆長青樹，能永保健康！」

在此感謝寶貴老師這棵長青樹為特教貢獻

超過一甲子、從少女時代對特教的愛、到努力

成長茁壯厚實特教能量、到開枝散葉為臺灣特

教奠下根基、培養優秀特教人才、到退休後的

利他分享，促進兩岸特教交流，她對特教的日

日堅持、時時努力是我們特教人的最佳典範。

採訪人員：

劉秀丹，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

專長領域為聽覺障礙、聽能訓練、說話訓練、

手語、聽力學、聽覺障礙教學實務、聽覺障

礙教育與復健專題研究

圖 2   2018 溝通障礙研討會寶貴老師

（前排左三）及與會者合影

圖 1     2010 年攝於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