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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者：陳淑瑜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的引領者
─專訪盧台華教授

壹、前言

適逢特殊教育學會五十週年慶，本季特

別規劃了專題特刊，報導特殊教育界德高望重

之資深教授其接觸特教的緣起、懷抱的理念、

主要推動的工作、退休後關心和從事的事務、

目前的生活概況，以及對後輩的期許與叮嚀。

筆者非常榮幸採訪到長年耕耘於智能障礙、學

習障礙及資賦優異領域的盧台華教授，經由訪

談，除了讓我們了解到教授早期從事特教教學

與實務的緣起，更深度知悉教授秉持的理念，

以及結合豐富的學理與實務經驗進而改革特

教課程與教學的熱忱。教授奉獻的精神值得感

佩，持續的使命感也是後輩仿效的典範。茲與

各界先進及夥伴分享完整精采的專訪內容。

貳、接觸特殊教育的緣起

首先，很好奇教授是在什麼機緣之下開

始接觸特教？教授提到自己是在民國 62 年剛

從政治大學教育系畢業時，因誤打誤撞而進入

特教領域。當年剛好是臺北市國中特教益智班

成立的第三年，因正在大幅擴充班級而需要師

資，教授便在當時任教於政大的臺北市教育局

高銘輝局長的詢問之下，受邀進入明倫國中，

至此開啟了特殊教育的教學生涯。

教授在明倫國中益智班第一次擔任導師的

班級，大約有 15 位 IQ 低於 85 分以下、包含

輕度和中重度等各種障礙程度的學生。在國中

任教期間雖然仍有多所優秀的學校持續力邀，

但都沒有換過學校。在明倫國中任教第十年之

時，因考上公教教師出國進修的資格，故前往

美國奧勒岡大學一年完成碩士學位，回國之後

又繼續在國中任教兩年，才轉任師大特教中心

擔任助理研究員的職務。在師大任職的期間又

再度獲得國科會補助出國兩年取得博士學位，

回國後即轉任師大特教系擔任副教授。教授從

實務現場一路走來，直到擔任大學教授至今，

有著相當豐富的資歷。

教授回顧在國中教益智班時的愉快經驗，

提到當年在學校一起教書的老師們都很合作，

留校一整天，也跟著學生一起學習。尤其為了

教導學生不同的科目，也督促自己保持精進的

態度，譬如：為了教音樂，就到山葉電子琴學

琴並拿到十級的認證；為了教體育，就特別學

習合氣道拿到一段的段位；另外也學習陶藝、

烹飪、縫紉等技藝，並且每一年都帶學生去露

營等。尤其 1985 年第七屆亞洲智能障礙聯盟

（Asian Feder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已於

2007 年更名為 Asian Federation o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AFID，簡稱亞智盟）年會在臺灣

舉辦時，也曾帶著學生上臺表演。當年學習豐

富，教學相長，也跟學生的感情非常好，對教

授而言是一段難忘的經歷，也是有趣的歲月。

教授是國內少數學術專長跨智障、學障

及資優領域的學者，更是課程與教學領域的專

陳淑瑜（sycheng@utaipe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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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智障部分所奠定的背景，主要源自國

中豐富的教學經驗，以及在師大特教中心推

展中重度智障學生國小與學前融合式實驗班

的經歷。而在美國奧勒岡大學進修博士學位

時，專攻的領域也是跨智障、學障和資優三

個類別的課程與教學，更曾研修許多與智障

和學障課程教學相關的方法，如：奧勒岡大

學所發展國際知名的直接教學法等。民國 69
年，教育部在全國成立國中資優教育資源班

之際，為了擴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領域，並

為打破校際界限使學生互相交流，即著手推

動跨校資優班學生教育交流活動，因而成立

了「朝陽夏令營」。教授在師大特教中心擔

任助理研究員時，即因為負責朝陽夏令營的

工作，而深入接觸資優領域。

經由教授的分享，我們很清楚地了解到

教授的任教年資和經歷。大學畢業後的前 13
年，主要任教於明倫國中，之後 30 年的時

間則任教於師大，在特教領域完整的服務年

資總共有 43 年，其中含教學 40 年以及出國

進修 3 年，至今仍持續為特教盡心盡力，相

當令人感佩。

簡列教授任教的年度及事項如下：

‧ 民國 62 至 75 年（13 年）：明倫國中教

     學 12 年外加出國進修碩士學位一年

‧ 民國 75 至 79 年（4 年）：任職於師大特

     教中心

‧ 民國 79 至 81 年（2 年）：出國進修博士

     學位兩年

‧ 民國 81 至 105 年（24 年）：任教於師大

     特教系

參、懷抱的特教理念

教授從擔任基層教師、研究員到師資

培育大學教授如此多元的角色和經驗中，娓

娓道出她所看見的特教現況，以及懷抱的想

法和理念。教授提到在國中任教時，發現許

多學生來自低社經地位的弱勢家庭，尤其

早期益智班 IQ 80 分上下的學生特別需要關

懷。這些學生的行為問題多因為在家庭中得

不到關注，同時住家附近的環境和所接觸到

的人事物也會對學生當下和後來的人生產生

負向的影響，因此當時的老師們都很用心地

帶學生，跟他們一起生活，也時常帶他們到

校外參觀吸取經驗，譬如：很多學生從來沒

有看過電影、就帶他們去看電影；很多學生

沒有吃過西餐，教授就請學生一個禮拜節省

十塊錢零用錢，等存到了就帶他們到西餐廳

吃西餐，除了教他們儲蓄的概念，同時也把

生活教育教導的用餐禮儀，實際應用到餐廳

飲食當中。當時懷抱的理念就是想對這些孩

子好，覺得特教真的是被忽視的一環，但同

時也發現許多身心障礙的孩子是被誤診、誤

判的，他們的問題可能因家庭弱勢、社經弱

勢，或者教育的忽視所造成，因此就一直抱

持著特教需要耕耘的理念，但同時又不希望

特教是特權。

很多人可能認為若是特教學生，就要

得到很多保障、很多特權，但教授卻極力主

張我們要的是公平和公正，不要特權，所以

也不贊成非必要的加分或延長考試時間等措

施。學生該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但如果給了

他們不需要的，就是特權，這是教授對於特

教的理念。教授進一步提到融合教育，發現

國內的融合教育大都只是在學校裡有一個禮

拜的特教週或讓學生之間有一些相互交流的

機會，但她認為融合最大的關鍵應該是課程

與教學，只有把融合帶進課程與教學，才能

做到真正的融合，特殊學生才有機會真正跟

普通學生一起學他該學的東西。

肆、主要推動的工作

教授過去擔任亞智盟理事和現今為榮

譽理事的這些年，為國家做了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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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臺灣在 2007 年獲得第十八屆亞智

盟的舉辦權。教授回憶當時國內的參與者有

七百多人，國外也來了三百多人，在圓山大

飯店辦得非常圓滿，也讓亞洲及歐美國家看

到臺灣特教發展的情形，尤其我們的融合做

得滿成功的，教授覺得這是自己應該持續做

的事。

而教授從民國 97 年即開始投入新課綱

的發展，直到現在的108課綱，已經11年了，

付出很多心血。當初的課程大綱是在普通教育

課綱頒布之後才擴展出來，很多人可能不認

同，也覺得不應該這樣做，而且跟著普教的腳

步，能做的也比較有限。但 108 課綱則完全從

一個新的角度發展，與普教同步進行，使得普

教不得不重視我們，這也是教授雖然退休了，

卻依然堅持要完成這項工作的原因。

訪談中教授語重心長地說：「參與課綱最

深的就是我吧！」教授提到自己從民國 101 年

起擔任「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研定時特殊教育類型組的副組長，協助將特教

與特殊類型班級的課程融入總綱；之後又擔任

特教及藝教相關領綱研修的協同主持人，並負

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教育（特殊

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的研訂，

補足總綱對特教與藝才班課程規劃與實施說明

不夠清楚或完整的部分，而能確實執行總綱的

規定。教授從 104 年開始發展課程實施規範，

到 11 月間因為發現技術型高中群沒有考慮到

集中式特教班，也就是現在的綜合職能班或

綜合職能科學生的需求，而須增加「服務群課

綱」，以針對高中集中式特教班（包括特殊學

校在內）的設科及部定專業與實習科目的規畫

與教學大綱進行研修並須經過試用，教授亦義

無反顧地接下這份工作。目前課程實施規範與

服務群綱要已完成課審分組審議，正在送課審

大會做最後的審議。感覺得出來，由教授負責

主導這二項總綱配套措施的研定，加上目前又

擔負 108 課綱上路前的身心障礙前導學校推動

工作，責任真的很重，相對壓力也很大。

教授退而不休，目前除了課綱和研究計畫

之外，在師大的課務也是主要的工作之一。教

授提到自己退休後對特教系仍有使命感，也認

為被系上聘任為名譽教授，等於終身都該為特

教服務。而自己已經被認可為一位特教系的名

譽教授，也必須帶著這份使命感，進而發揚我

們國內的特殊教育。

伍、忙碌的生活概況

從上述談到的工作狀況，可以感受到教授

真的很辛苦，也很想知道教授在生活中是否能

平衡安排休閒的時間？教授提到在退休這兩年

間，僅出國過一次，而且還是為了公事，以亞

智盟榮譽理事的身分參加理事會。教授從民國

81 年到 105 年一直是亞智盟的國家代表，成為

榮譽理事之後，必須移轉國家代表的身分，故

退休之後唯一的一次出國即為了協助新的代表

熟悉任務。除此之外，教授幾乎把時間都貢獻

在課綱的發展，沒有其他特別的休閒活動或者

為休閒而出國過。然而在工作之外，教授也感

性地提到她生命中重要的家人之一――小狗。

因為家裡的小狗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除了

持續用藥，還曾經兩度病危，雖然救了回來，

但需要花很多時間細心照顧，目前除了晚上

要陪著睡覺，白天為了讓小狗的氣管好一點，

空閒時間也要帶著到戶外走走，所以現在的生

活都以小狗為主，也暫時無法出國。因此教授

目前的生活，大概就只有課綱和家裡年邁的小

狗，有時候會趁著工作的機會外出走動一下，

算是簡單的休閒。

陸、對後輩的期許與叮嚀

教授從長年參與特教鑑定與輔導的經驗

中，提出許多對後輩的期許與叮嚀。教授擔任

臺北市和新北市國中和高中的鑑安輔委員時，

負責的工作之一是跟學生面談，主要在確定學

生是否為真正的智能障礙。教授始終抱持著一

個想法，如果不是障礙的學生，就應該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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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到一般的環境中多學習，而不應該在特

教這個保護傘之下接受特權。

教授認為在特教的專業當中，應該要求的

就要要求，譬如我們培育的師資，就要有所要

求。但是對障礙的學生，應該感同身受，除了

有同理心之外，也要盡量用公平的角度去看他

們，提供學生該得的權利；但若非他們該得的，

也不要強加標記。教授看到一些現象，發現有

些家長或老師為了幫學生得到特教的資源，便

想盡辦法極力爭取，但學生不想被標記，反而

帶著不愉快的態度學習，如此可能會誤了孩子

一輩子。所以教授語重心長地提醒我們，希望

後輩，不管是老師、還是專家學者，是否可以

不要只由特教的角度出發？因為當我們單由特

教的角度來看的時候，會太本位，會覺得需要

幫學生爭取很多特教的權益，但當爭取這些權

益卻影響到普通學生的權益時，就是超過了。

所以教授認為，我們要的只是公平公正，也希

望後輩帶著這樣的角度去思考，不管是任職在

國中小或高中的老師，千萬不要因為學生很弱

勢，就想要保護他們，就希望讓他們進到集中

式特教班，想盡辦法，就是要讓學生變成智能

障礙或者身心障礙，若這個障礙不行就爭取另

一個障礙，這樣的態度是不正確的。若經由鑑

定發現孩子不是特殊學生，大家應該要高興，

要給予祝福，而不是非得幫學生爭取到特教身

分不可。教授從所看到的實務現況提出這個概

念，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教授另外回憶起 2007 年當時念大學的智

障學生約有 120 多位，在亞智盟的大會上，日

本學者問我們，為什麼會有一百多人進大學？

而如今轉眼十年過去了，現在大學裡的智障學

生應該增加到近萬人了。教授提到很嚴肅的一

個問題：「智障學生念大學的意義到底何在？」

這確實是我們要思考的。如果是為了培育專業

人才或許可以鼓勵，但目前智障學生的就學是

為了這個目的嗎？倘若不是，是否該考慮選讀

社區大學？若讓學生在社區大學選修一些有興

趣的科目，使未來有機會支持自己的生活，鼓

勵學生做自我倡導 (self-advocacy)，這樣是否

對學生才會更有意義？

教授希望給後輩的建議和叮嚀是，不要為

了升學而安排學生的升學，不要再存有傳統士

大夫的觀念，不要再用舊有的想法對待我們智

能障礙和身心障礙的孩子。也就是說，我們應

該站在一個比較持平的角度，不要以特教為本

位爭取各種權益，因為當特教資源用到愈多的

時候，普教的資源就會相對減少。我們應該期

許整個教育的大環境都很好，而不是只有希望

特教好。我們應該從公平公正、從大的角度去

思考特教的發展，不要讓特教變成特權，不要

讓特教最後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教授認

為一個社會應該是宏大的、祥和的、融合的整

體，學生因為有需要、因為能力受到了限制，

所以我們要給他必要的支持，讓他發展所長，

因此才有特教的權利。故特教不是義務，特教

是權利。如果家長、學生不想接受特教，他有

權不要接受，不要被標記，老師也不應該硬要

讓學生變成特教學生。

教授回顧早年沒有特教的年代，很多同學

可能是特教學生，可是我們把他們當成一般學

生對待的時候，他們後來的發展也沒有壞到哪

裡去。反而我們現在有太多特教學生，就被限

制住了，這些學生似乎比較沒有競爭力，也比

較沒有自信心。教授提到自己參與公私立高中

的評鑑快要三十年了，發現私立的高中職沒有

特教老師，但他們盡心照顧每位學生，服務卻

不見得比資源較多的公立學校差。有時候公立

學校的普特分工明確，老師對特教學生的服務

較少整合，反而沒有注意到特教學生也是學校

的學生之一，可能也需要很多機會跟普通學生

在一起。所以教授極力地強調，特教不能孤立，

特教一定是學校的一環，也希望後輩用這樣的

態度去看待特教，如此才能達到融合教育的最

終目標，也就是融合的學校、融合的社會，而

非只是一個假象的融合，只做一些活動而已。

柒、後記

教授以相當輕鬆且和悅的語氣分享了她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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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盧教授攝於台師大特教中心

富的專業經驗，使整個專訪過程備感溫馨。最

後，教授換了一個更舒適愉快的方式聊了一些

她對自己的想法，也讓我們看見教授在專業形

象以外那親切可愛的一面。

教授提到自己在忙碌之餘，還是有堅持

的生活重點，會注重自己的穿著和打扮，覺得

還是要讓自己維持專業的形象，也要讓別人知

道，自己過得很好、活得很好。尤其退休之後，

不能讓自己很邋遢、很疲累、很操勞，要讓自

己感覺心情很好，這不見得是要給別人看，主

要是要給自己看，讓自己很開心。所以教授也

會去逛逛街，買買衣服，到處走走，遊山玩水。

教授說自己很喜歡出國玩，只是現在暫時沒機

會。等到把課綱完成後，年邁的小狗如果上了

天堂，就可以帶著小狗的靈魂，一起出國去

玩了。教授的這番話提醒我們一個重要的生活

觀，就是要時時刻刻關照自己，活出美麗又樂

觀的人生。

訪談將近尾聲之時，仍然可以感受到教授

對我們這些後輩念茲在茲及諄諄教誨的用心。

再次感謝教授跟我們分享從專業到個人生活的

點點滴滴，也提供許多我們未來可以繼續努力

的方向。

採訪人員：

陳淑瑜，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專長領域為智能障礙、音樂治療、早期療育、

親職教育。

圖 2   2012 年盧台華主任（左四）出席

臺師大主管交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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