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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系主任的話 

一、特教系再創高峰     

  特教系成立第三年時，有一次教育部訪評花師全校各系所。特教系師生通力合作準備訪評資

料，三年小成展現特教風釆。當時校長陳伯璋在訪評前夕的行政會議上，突然中止開會，要求全校

各系所主任立即前去特教系觀摩如何準備訪評。 

 

  隔日，教育部評鑑委員正式訪評後，對於成立不到三年的特教系讚譽有加。 

  此後學校即形成常例，凡是參觀或訪問花師，常安排參觀特教系。 

  日後我常跟學生笑稱，特教系就是花師的樣板系，在這句話的背後，藏著莫大的喜悅與榮耀。 

 

    六七年前大學評鑑，特教系又展現全系師生的團結表現。評鑑結果公佈後，花師特教系的評鑑

成績，不僅通過而且名列前矛、數一數二。我倍感榮耀，相信任一位特教系師生皆與有榮焉！ 

 

    好快！接續數年，花師特教系改名為花教大特教系，又因合校轉為東華特教系。來到壽豐志

學，系所空間變大了，教師研究室及專業實驗室與相關設施，寬敞且環境優美，真的像一所綜合大

學的科系，與全國十二個特教系相較，唯一可與台師大特教系媲美，難得東華特教系有此優勢。 

 

  緊緊掌握有此優勢的契機，消弭東華位居偏遠的劣勢，創造揚名立萬全國的東華特教典範，展

現綜合大學特教系大格局、大視野的風範，此刻確實是難得且關鍵的轉型契機。  

 

二、逐步完成大格局、大視野的綜合大學特教系 

  東華特教系環境設施及設備，堪稱全國特教系一、二；師資卓越，四位教授、三位副教授、四

位助理教授，有世界溝通輔助科技協會理事長、有主管過全國原住民文化教育基金會董事長、有全

國特教系 SSCI 最多的教授、有幫縣市促成身障鑑定得全國最優的老師、有主管過全國特殊教育最高

領導人，甚至有跨過界的國際球類裁判，教學研究服務俱佳，凡此師資還不夠優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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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特教系絕對有資格、有條件、有能力，共創大格局、大視野、深具特色的綜合大學特殊教

育系！個人心中所關注綜合大學特教系的格局視野如下： 

1、 優質特教師培為首務：貫穿特教系的教學與社會服務，研究則重創新。 

2、 輔助科技與原住民特教研究為特色：形塑特教系的國際化、精緻化與在地化。 

3、 特教多元發展與人才培育：機構、基金會、早療、輔助科技、大學資源教室輔導等人才培育，

適性適材。 

 

  再者，東華特教系應常常進行國際、兩岸、國內學術交流，辦理國際及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提

升學界能見度，展現綜合大學特教系的大格局、大視野。 

 

三、人善其才、物善其用 

  東華特教系畢業生之多元人才培育，需掌握從試探、篩選、導入到適性培育過程及結果如下： 

1、 三四成優質特教師資人才：從修課、實習、教檢、教甄、到服務一貫，強化競爭力。 

2、 二三成未來特教學術研究人才：適性輔導、繼續進修碩、博士，讓特教優質化。 

3、 三四成特教多元就業人才：適性發掘及培育機構、早療、大學資源教室等人才。 

 

   此外，本系卓越師資各有所長，善研究者做研究、善教學者做教學、善服務者做服務！整合團

隊，凝聚共識，發揮長才，創新知識經濟，達成願景。 

 

    另東華特教系環境設施、設備一流，應再賦予特教生命與人文氣氛如下： 

1、 從最少限制環境理念與作為出發，把特教系空間場所營造成無障礙環境示範。 

2、 把專業實驗室及教室再造成彰顯弱勢關懷及發揮特教專業支持功能。 

3、 把人與環境結合形成尊重生命、自由與愛的人文氣氛。 

 

 

林坤燦 2016.7.31 

 

  



1 
 

貳、本系概況 

一、 榮耀  

（一） 特教系師生每年皆有通過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專案補助。  

（二） 特教系新生連續兩年榮獲「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金」人數全校居冠，師資培育獎學金

每月 8000 元、每年獎學金共 96000 元，期限達大學四年。  

（三） 特教系畢業生參加「各縣市教師甄試」通過成為合格正式教師為數不少，近 3 年度(100-

102)本系畢業生考上合格教師共 42 名，已具優異表現。  

 

二、 課程、教學內涵與特色  

    在特教系四年中，必須修讀全部課程包括：通識課程 43 學分、院基礎學程 21 學分、學系核心

學程 27 學分、學系專業選修學程（資賦優異與創造力、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學程）每個學程 22 學

分，至少 128 學分畢業可取得教師資格（需經教育部教師檢定考通過）及多種專長。 

    特教系各科教學，除了強調本科專業之外，也相當注重 e化教學、強化外語能力及多元成績評

量（如：操作、參觀、報告、實習、創作等）等。特教系課程與教學內涵，蔚成特教系專業內涵與

特色如下： 

 

（一） 關注社會弱勢身心障礙者生活、教育與福利等各項議題。  

（二） 關注社會菁英資賦優異與特殊才能者之潛能發展及教育。  

（三） 關注小學特殊教育教師、資賦優異教師之培育。  

（四） 關注身心障礙福利機構、基金會與早期療育單位等教養人員之培育。  

（五） 關注身心障礙者生活與教育之輔助科技設計與應用。  

（六） 關注特殊教育與教育相關研究進修，培育未來高級學術研究人才。                    

 

三、 學生多元發展與出路  

    特教系學生生涯多元發展，經由「個別化支持輔助方案」的落實，期盼有三種「進路」如下：  

＜第一進路：師資養成＞ 

1、 養成優質的國小身心障礙班教師。  

2、 養成優質的國小資賦優異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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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進路：研究人才＞  

1、 進入「特教類」研究所碩士班修讀碩士學位，如：特殊教育研究所、輔助科技研究所、復

健諮商研究所、早期療育研究所、資賦優異研究所等，可跨大學教育學院、醫學院等。  

2、 進入「教育類」研究所碩士班修讀碩士學位，如：教育研究所、教育政策與行政研究所、

心理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等，可跨大學教育學院、人文社會學院等。  

3、 自費出國留學或經公費留考出國留學。  

 

＜第三進路：多元就業＞  

1、 養成優質的身心障礙福利機構、協會、基金會、教養院與早期療育單位等教保人員。  

2、 養成優質的文教相關事業人才，如：補教、安親、才藝事業等。  

3、 結合高、普考，養成優質的文教相關公職人員。  

4、 養成優質的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資源教室輔導員。  

5、 其他就業。  

 

四、 師資陣容  

    特教系專任教師合計 10 人，其中教授 4人、副教授 3人及助理教授 3人，師資結構完整且充

足，並具有多項特質如下：  

 

（一） 特教系全體專任教師認真、用心，堪為學生之表率。  

（二） 特教系全體專任教師 10 人，皆具有國內外博士學位。其中留美博士 4人、國內博士 6人，

特教系整體師資素質優異且齊一。  

（三） 特教系全體教師專長領域相當多元化，諸如：身心障礙、資賦優異、輔助科技、資訊輔助、

原住民特教等；另聘有多名兼任教授以涵蓋相關領域，諸如：人體生理、復健醫學、手語、

定向與行動等。 

（四） 特教系全體教師具有豐富的教學、研究與服務經驗，對於特殊教育的理論與實踐卓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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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組織與場域 

     特教系的組織健全、相關設施完善，主要學習場域分佈在壽豐花師教育學院大樓一、二樓。 

（一） 大學部名稱為：「特殊教育學系」，簡稱為：「特教系」。  

（二） 碩士班名稱為：「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碩士班」，簡稱為：「特教碩士班」。  

（三） 博士班名稱為:「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特殊教育組」。 

（四） 對外輔導中小學特教推展的場域，名稱為：「特殊教育中心」。 

（五） 教學、研究與促進特教專業的場域，包括：「測驗評量專業教室」、「生活訓練專業教室」、

「知動訓練專業教室」、「輔助科技實驗室」、「早期療育專業教室」、「視聽語障專業教室」

等。 

六、 活動  

    特教系長年舉辦各項活動繁多，皆由師生通力合辦，頗受歡迎與肯定。藉由多采多姿的活動內

容，讓學生從中學習與體驗，豐富大學生活與特教專業歷練。 

 

（一） 學術活動與國際交流：  

1、 「特殊教育師生學術論文發表會」，每年年底辦理之。 

2、 「中國大陸特殊教育參訪團」於 96、97、99 連續三年暑期，由本系教學碩士班組團參訪

大陸杭州、上海、南京、重慶、成都、北京、大連等地大學特教系與特教學校、特殊教育

相關機構。 

3、 本系所與「重慶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前特殊教育學

院」、「北京聯合大學特殊教育學院」簽訂有學術合作。     

4、 本系不定期舉辦各類演講、研習活動。  

 

（一） 系所活動：  

1、 特教系導師制：「班級導師」與「家族導師」並行實施，其中家族導師制分有 6-7 家族，

家族由學生直系家族組成，全系教師帶領。  

2、 特教系社會服務：服務特教相關學校、機構等，每學年每生至少 24 小時以上，其表現並

納入必修科目部分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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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教育教材教具競賽與展覽，辦理此項活動目的乃為增進學生特教專業能力，以提升畢

業後競爭力。  

4、 科學營：配合資優課程，辦理國小學生科學營活動，訓練本系學生教導科學活動。  

5、 系學會活動：迎新活動、迎新晚會、特大鍋、天使營、特叫盃、特教傳情、系員大會等。 

  

七、 未來發展 

（一） 落實學生「個別化支持輔助方案」，促成學生生涯多元發展與未來多元就業。  

（二） 特教系轉型發展重點，包括：特殊教育學術國際交流、特教專業社群發展、輔助科技、原

住民族特殊教育、早期療育、適應體育等。  

（三） 持續對花蓮地區提供特教及相關服務，提升地區特殊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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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長姐的話 

 

親愛的大一新生們： 

 

    歡迎各位新生加入東華特教系這個大家庭，剛上大學的你們想必是又期待又緊張，內心充滿許多

疑問。不用擔心！特教系的學長姐們非常熱心，只要有任何問題都可以找我們幫忙！不只是學長姐，

系上的教授、老師，還有系辦的助理姐姐們都很樂於協助學生。所以，不用害怕也不要害羞，勇於在

大學裡展現自己，多和系上的師長們、同學互動，擁有良好的人際關係是大學時期很重要的一部分呢！ 

 

 

    花蓮好山好水，而且不無聊，舉凡系上活動、系隊、社團、系學會、美食美景，都等著你們慢慢

發掘，學校也有許多特色課程，像是獨木舟、帆船、海洋探索等，是很新鮮的體驗！來到花蓮一定要

多到戶外走走，花蓮的各個鄉鎮有很多不同的特色，在課業之餘放鬆自己也是很重要的。除了遊樂之

外，系上很重視學生的專業知識、技能，在花蓮有許多機會可以到小學、機構服務，從實做中學習，

可以快速提升學生們的能力。學校也有提供國際交換的機會，能到其他國家交流，東華大學有需多資

源等著你去運用喔！ 

 

 

    最後，希望大家能在東華的四年中，學到的不僅是特教專業知識，還能充實自己，多多參加課外

活動，盡情享受在花蓮的美好生活！ 

 

 

 

第十八屆 特教系系學會 正副會長 

廉芳、翊瑄、芷螢 

201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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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特殊教育學系簡史 

    本系成立於民國八十六年，旨在培養優良特殊教育師資及從事特殊教育學術研究人才。創系主任

林坤燦，歷任洪清一主任、廖永堃主任、施清祥主任，現任為林坤燦主任。迄今本系畢業生已十五屆，

培育近 400 位特教教師服務於全省各地。  

    民國八十八年成立「特殊教育教學碩士班」，旨在鼓勵中小學及幼稚園特教教師進階在職進修，

提昇特殊教育人員實務研究與教學專業知能，增進特教教學品質，目前已培育特教教學碩士二百餘人，

業已停招。  

  民國九十年設立「學士後特殊教育中等學校教師職前學分班」，旨在配合教育部培養中學特教教

師政策，培養智能障礙與多重障礙中等特殊教師。四年中培育近百名中學特教教師服務於各縣市，現

已停辦。  

    民國九十二年成立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研究所，民國九十九年與特教系合併，名為身心障礙與輔

助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旨在培養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學術研究人才、推展國內身心障礙教育與輔助科

技研發，提昇身心障礙專業知能及學術研究能力。  

    本系、所經九十五年度全國大學系所評鑑通過，辦學績效卓著，獲多方肯定。本系所擔負教學、

研究與輔導之責，可匯集組織架構如下： 

 

   

特殊教育學系 

大學階段 研究所階段 

身心障

礙與輔

助科技

碩士班 

大學部 

學士後特殊

教育中等學

校教師職前

學士班(停

辦) 

教育博士

班─特教

組 

特教教學 

碩士班 

(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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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系所教師學經歷簡介 

  特教系專任教師合計 10 人，其中教授 4人、副教授 3人及助理教授 3人，師資結構完整且充足，

教師之學經歷及專長如下： 

職稱 姓名 學歷 專長 校內經歷 

教授兼系

主任 
林坤燦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所博士 

1. 智障教育 

2. 特教行政 

3. 行為改變技術 

副校長 

教務長 

教育學院院長 

特教系(中心)主任 

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長 

視聽中心主任 

教授 洪清ㄧ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研究所博士 

1. 智障教育 

2. 情緒行為障礙 

3. 注意力缺陷過動症 

特教系(中心)主任 

所長 

原住民中心主任 

教授 黃榮真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研究所博士 

1. 智障教育 

2. 多重障礙 

3. 學前特教課程設計 

 

教授 施清祥 
國立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1. 輔助溝通 

2. 科技輔具應用 

3. 輔具設計 

特教系主任 

副教授 廖永堃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研究所博士 

1. 資優教育 

2. 診斷評量 

3. 資源教室方案設計 

特教系(中心)主任 

副教授 蔣明珊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系博士 

1. 資優教育 

2.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 
 

副教授 王淑惠 
美國堪薩斯大學 

特殊教育博士 

1. 學習障礙 

2. 特殊教育評量 

教務處特別助理 

師培中心組長 

助理教授 鍾莉娟 
美國內部拉斯加州立大

學特殊教育哲學博士 

1. 學前特教 

2. 聽覺障礙 

3. 特殊兒童親職教育 

學生心理諮商中心主任

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心理諮商中心資源發展

組主任 

助理教授

兼特教中

心主任 

楊熾康 
美國內部拉斯加州立大

學特殊教育哲學博士 

1. 輔助科技 

2. 溝通障礙 

3. AAC 

4. e 化學習 

特教中心主任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教學卓越中心課程發展

規劃組組長 

助理教授

兼諮商中

心資源組

組長 

林玟秀 
美國南達科塔大學 

特殊教育博士 

1. 情緒及行為障礙 

2. 學習障礙教育 

學務處特別助理 

實習輔導處國民教育輔

導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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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特殊教育學系學生生涯進路 

 

一、特教系可結合新大學其他學院、系所及學程等，規劃並轉型發展成綜合大學的教育學院特教系。

學生學習生涯多元發展進路與輔導計畫，開創未來畢業後的多元出路。 

 

二、特教系廣集學生多元發展的軟硬體設施、人力及物力資源等，建構學生多元發展的有利學習環境，

再建置學生個別化多元發展支持輔助計畫及落實，有效支援學生的多元試探及多元發展。 

 

三、多元發展理論建構工作： 

 

  特教系學生試探及評定自身之「個別化多元能力」，再置於亟需轉型與其他學院、系所結合

朝向多元發展之現存教育學院各系所「特有環境」中，經固定期間（二至四年）的自身努力與改

善發展，期能展現本系學生「多元發展」功能之目的。 

 

 

四、特教系學生學習生涯多元進路發展與輔導 

    

  特教系學生生涯的多元發展，經由「個別化支持輔助方案」的落實，期盼有三種「進路」（內

容可參考本系概況─三、學生多元發展與出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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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生涯多元進路發展 

 

 

   
特教系學生 

第一進路 第三進路第二進路

師資養成 學術研究 多元發展

職前訓練 

實習半年 

師資檢定 

特教 
教師甄試

普通 
教師甄試 

 
（需另外考取小教資格） 

身

心

障

礙 

資

優 

大學四年課程

上修碩班課程

進入碩士班

甄試 筆試

增能課程

大學畢業

其他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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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教系學生個別化多元發展支持輔助方案 

 

（一） 學生個別化多元發展支持輔助模式 

 

 

（二） 學生個別化支持輔助方案（ISP）的設計與研擬 

1、 個別基本資料及診斷分析： 

(1) 個人的各項能力與技能（來源、優勢、劣勢） 

(2) 個人的性向與興趣（來源、優勢、劣勢） 

(3) 個人的參與與行動（環境中的必要與需求） 

 

   

個人的各項

能力與技能  

個人的性向與

興趣 

參與與行動 

(必要與需求) 

支持輔助領域 

1. 小學師資培育 

2. 教育相關學術研究 

3. 教育相關產業多元增能發展 

    多元增能(1)、多元增能(2) 

    多元增能(3)、多元增能(4) 

支持輔助功能 

1. 能力本位教師之展現，以及具應試能力 

2. 學術研究能力之展現，以及具應考能力 

3. 教育相關產業多元就業能力之展現 

期待能提升的個體表現 

1. 通過教檢及教甄，並成為優秀之小學教師 

2. 進入碩、博士班，成為高級學術研究人才 

3. 就業於多元相關產業，服務及貢獻社會 

支持輔助需求程度 

(頻率、時間、型態) 

支持輔助的來源 

(自身及外加資源) 

支持輔助需求程度 

(頻率、時間、型態) 

支持輔助的評鑑 

1. 主觀：個人評價 

2. 客觀：功能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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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別化支持輔助方案（ISP）的研擬： 

 步驟一：確定適切的支持輔助領域（擇一） 

(1) 國小師資培育 

(2) 教育相關學術研究 

(3) 教育相關產業多元發展： 

多元增能（1）、多元增能（2） 

多元增能（3）、多元增能（4） 

 步驟二：確認擇取領域的重要支持輔助活動 

（考量個人的知能、性向、興趣、偏好、參與情形、支持輔助來源與支持輔助功能等） 

 步驟三：評量各項支持輔助的需求程度（考量支持輔助的頻率、時間、型態） 

 步驟四：撰寫個別化支持輔助計畫反映個別需求 

3、 個別化支持輔助方案（ISP）的評鑑與期待表現： 

(1) 支持輔助的評鑑： 

(A) 主觀：個人評價  

(B) 客觀：功能評量 

(2) 期待表現： 

(A) 成為優秀國小教師。 

(B) 成為高級學術研究人才。 

(C) 就業於多元相關產業。 

六、特教系結合其他學院、系所發展多元發展與增能學程： 

（一） 跨院系所輔修學程： 

  修讀本校各跨院、系所輔修學程，或本院跨系修習輔修學程，或在本系再加修輔修學

程等方式施行之，依個別學生需求累積修習具備第二專長。 

（二） 特教系輔修學程實施，仍需搭配「跨系學分課程」、「證照課程」、「檢定證照」、「研習」、講

演、活動等各種學習，以滿足本系個別學生多元發展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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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花師教育學院學程 

一、校通識學程： 

    通識教育學程設置之目的是在培養學生成為自由人,讓學生活在自由多元之民主社會中，能以一

個有主體性的人，平等地與其他自由公民互相對待，而活出有尊嚴與幸福的人生。這與本院期許學生

能以自由人之身分與素養扮演其各類角色，且進而成為領導者之教育理想是相一致的，故對同學們選

修通識教育學程科目這件事，我們是相當關心的，盼你們在眾多科目之中，能真正選出陶冶你們自由

心靈有幫助的科目。 同時你們的專業也與教人與助人成長有關，故對與孕育自己成為教育家學養有

關的科目，也應一併列入考量。簡言之，這裡提供選修通識教育科目之兩個基準供參考，一是優先選

修與陶冶自己成為自由人有關的科目，二是優先選修與培養自己成為專業人有關的科目。（至於兩個

基準詳細之內涵，將另說明） 

 

二、院基礎學程: 

（一） 院之目標 

1、 培養學生成為具有高分析力的教育理想者。 

2、 培養學生成為具有高綜合力的教育計畫者。 

3、 培養學生成為具有高執行力的教育實踐者。 

 

（二） 規劃理念 

  院基礎課程規劃之基本方向,是希望無論想成為教師者或不想成為教師者皆可適用,故首先是以

「皆為人」做為共同的思考起點,而人要幸福,身體之健康是最起碼的需求,故院之學程中應有幫助學

生成為身體健康者之課程;其次人也有精神之需求,特別是探索真理慾望的滿足,更是處大學階段年輕

人之渴慕,故院之學程中應有幫助學生成為思想探索之課程。再者,人也必會在適當時期找個職業角色

者作為發揮其潛能的切入點,目前學生們是暫時擇定了教育工作者作為職業之敲門磚,在這個職業中,

所服務的對象是人,為讓以後做得更專業,故也需有掌握個體的知識;同時這個職業也是在某種制度處

境中運作,若想工作順利,也需有關掌握環境的知識,所以院之學程中應有幫助學生成為有效教育者之

課程。而所謂有效教育者,並不侷限於當中小學或幼稚園老師,其實各個場域都需要有效教育者,在家

中,如扮演父母,在其他非教育之職場,如扮演訓練師或助人者,皆需要有關人的知識或社會環境的知

識。故在規劃院之基礎課程時將儘量顧及此較廣之共通性適用範圍,同時學生若有志於成為教師,也要

參加教師檢定,故在院之基礎學程中,其課程安排也需相當程度顧及此期許,才不會脫離現實太遠,而

失去其動力感與實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