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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課程調整對普通班特殊需求學生而

言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融合教育成功

的關鍵指標之一，然而，普通班的導師

應如何看待課程調整，對課程調整的意

涵是否有真正的了解，進而有實際之作

為，這頗耐人尋味。基於此，研究者進

行了一項國小融合教育現場普通班導師

的實際訪談，以了解現場的狀況。

整個訪談結果如下：

一、從實際訪談發現，普通班導師

對課程調整整體內涵的了解，大致亦能

歸納成「學習內容」、「學習歷程」、

「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等四個重

大面向。

二、普通班導師對課程調整的整

體基本認知還不錯，但對「學習環境」

和「學習評量」的認知和了解較為不

足。導師也大致都能認同「課程調整」

對於班上特殊需求學生的重要性。普通

班導師，對班上特殊需求學生的「課程

調整」大多有在進行且實際作為是多元

的。

三、在課程調整實施過程中也出

現了諸多困難，包含時間、人力不足、

家長方面的問題、特殊需求學生程度差

異之問題、缺乏實例的參考、普特教師

間的溝通及學生行為問題的影響等，以

上所述之困難會影響課程調整的執行與

落實，這是實務現場亟需去面對和克服

的。

關鍵字：融合教育、課程調整

一、前言

( 一 ) 動機   

以目前特教的安置趨勢來看，已有

越來越多的特殊需求學生安置在一般的

普通班級中，這也是符應融合教育精神

的一種積極、實際之作為。然而，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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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也勢必對教育現場造成衝擊，包

含課程上的因應、行政的支援作為、資

源服務的提供及無障礙環境之建置等，

如不提供現場教師明確的可行方向，融

合教育之推動實難具體落實。本文之研

究團隊長期以來即非常關注普通班融合

教育現場所出現的問題，進而提出可能

的因應策略。在目前的融合教育現場

中，研究團隊發現，普通班導師對班上

特殊需求學生的課程與教學，似乎有點

無助。基於此，希望透過現場導師們的

訪談，作為了解問題並提供解決的參

考。

( 二 ) 導師訪談問題

基於研究之目的，其訪談問題如

下：

1. 從訪談中，是否可以具體歸納出

幾個課程調整的重點面向 ?

2. 導師們對課程調整有哪些看法、

困難與需求 ?

二、融合教育的重要性

對特殊需求學生融合安置的爭議

一直存在，尤其是對完全融合的看法。

然而，持正面看法的仍大有人在，有效

的融合教育能使學生適齡發展，在這

樣的環境下，學生進行協同學習與互

動，教師進行分享改革教育系統之建

議，使學生有機會進入社會，並享有

一般人的生活品質，以期能全面的發展

（Farrell, 2016；Florian, 2008；Jacob, & 

Olisaemeka, 2016）。Mock 和 Kauffman

（2002）也認為，完全融合會使特殊需

求學生接受到最好的教育，雖然在完全

融合的過程中，也有可能會面臨失敗和

錯用。

于承平、羅清水、林俞均及王菊生

（2013）則指出，融合教育的精神在於

保障教育人權發展、推動教育公平及公

民人權，主張每位孩子都有接受主流教

育權益，不因其族群、社經地位、甚至

是身心障礙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三、融合教育下的課程調整

( 一 ) 滿足學生的特殊需求應是基本的

人權

1994 年的「薩拉曼卡宣言與特殊

需求教育行動綱要」，是聯合國第一個

有關融合教育政策發展與推動的宣言及

行動綱要，其重要的內涵提到，特殊教

育需求學生享有與一般學生「共同學

習」的權利（呂依蓉，2016；林育熏，

2014）。

2006 年聯合國的「身心障礙者權

利 公 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中

也明確指出「促進、保護和確保實現身

心障礙者充分和平等享有所有人權和基

本自由，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

的尊重」、「身心障礙者享有受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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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易讀版，

2018）。

( 二 ) 課程調整是於法有據的

特殊教育法第十九條、其子法「特

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

法」均載明針對學生的特性與需求，需

有課程調整之作為，此亦為融合教育現

場中的重點。另外，在 2017 年 12 月所

公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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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中也明確提到，針對

特殊需求學生需善用課程調整，以因應

學生需求。因此，教師對課程調整的看

法須採積極之作為，以符應法源的基本

精神，亦能讓融合班級內的特殊需求學

生得到最好的發展。

四、課程調整的意義與做法

( 一 ) 課程調整的內涵與意義

課程調整具複雜和多元性，在這

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到環境、實際情

境狀況及學生的差異化等因素（Feiler, 

2010；Staples, 2014）。教育部（2011）

《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提到，課程之調整，包括學習內容、

歷程、環境及評量方式。蔣明珊（2002）

則歸納各家的說法，提出課程調整的意

義，即教師針對個別學生的需求而對課

程的相關要素，如目標、內容、策略、

活動、評鑑、環境、學生行為、學習材

料及學習時間等，進行分析、編輯、修

改、補充、刪減或重組的過程。

基於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需求，適

度的課程調整對特殊需求學生是絕對必

要的，身為教師，一定要盡自己最大的

能力來實施，讓特殊需求學生可以發展

出最大的能力。

( 二 ) 課程調整的實際做法及研究

李惠藺及蔡昆瀛（2009）指出，

教師可進行包含調整教學型態、調整教

學策略、修正教材，以及進行多元評量

等課程調整方式。��台華（2004）指出

課程調整包含簡化、減��、分解、替

代、加深與加廣等。��坤燦（2008）亦

指出課程調整的方法包含簡化、替代、

補救、實用、矯治與充實等。國內、外

其實已有諸多研究證明，針對特殊需求

學生，國小普通班課程調整是具體可行

的，例如：林坤燦、郭又方（2004）曾

進行四個學生的課程調整方案介入，實

施上雖然有諸多困難，但仍能見到個案

進步的成效。又如鈕文英（2006）的研

究，亦可確認課程調整方案是能幫助

特殊需求學生學習的。國外研究中，

McLeskey 和 Waldron（2002）曾於六

所小學中，發展不同的融合計畫課程調

整模式，其研究結果發現，輕度智障學

生有明顯進步，教師雖然認為調整的過

程確實令人感到困擾，但也是收穫最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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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方法

( 一 ) 訪談對象之選取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係以 106 學年

度第二學期宜蘭縣 12 個鄉鎮市的國小

普通班導師為主，這些普通班均安置了

經鑑輔程序確定的特殊需求學生。訪談

對象之選取係以立意取樣為原則，惟仍

考量了各鄉鎮、學校的大小規模，使其

較符合比例原則，共訪談了 24名導師。

( 二 ) 訪談對象之背景、編碼

受訪的 24 位國小普通班導師（如

表 1），在編碼上，第一 ~ 二碼為市、

鄉、鎮代碼；第三碼表示學校別；第四

碼表示性別（1 為男性、2 為女性）。

其性別上有 10 位男性、14 位女性，尚

符合其比例原則，因國小現場導師女性

還是居多。其年齡大致介於 30~50 歲之

間；在教師資格上，只有 2 位不是正式

教師，教學年資差異則較大，有的導師

只有 1 年教學年資，最長有 26 年。

表 1
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背景編號 性別 年齡 教師資格 教學年資

0112 女 37 正式 12
0122 女 44 正式 22
0132 女 46 正式 23
0211 男 38 正式 15
0221 男 39 正式 16
0231 男 46 正式 18
0312 女 46 正式 20
0321 男 38 正式 13
0411 男 41 正式 17
0422 女 36 未修學程  1
0512 女 49 正式 26
0522 女 40 正式 17
0612 女 44 正式 22
0622 女 44 正式 22
0711 男 47 正式 23
0722 女 35 合格  5
0812 女 46 正式 24
0822 女 46 正式 19
0911 男 48 正式 25
0922 女 30 正式  5
1011 男 44 正式 17
1021 男 40 正式 16
1112 女 37 正式 13
1211 男 35 正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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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訪談資料之分析

訪談後針對訪談之資料進行不同背

景之編號，以利其分析。另外，亦採三

角驗證之方法，針對導師們所反應之內

容初步作成摘要，之後將整理之訪談摘

要讓導師們複閱，再次確認資料之正確

性，而此過程亦配合研究者多次在實務

現場之觀察，以確認所有訪談資料的可

信度。

在訪談資料之編碼分析上，研究

者係參酌了紮根理論的方式（王守玉，

2012；鈕文英，2006）來處理，但礙於

整體篇幅所限，而且也為了呈現最原始

樣態之資料，因此只運用開放性譯碼的

方式來整理呈現。

六、實際訪談之結果分析

( 一 ) 導師們對課程調整內涵整體的

認知

此部分，研究者主要訪談 2 個問

題，首先先了解導師們有沒有聽過或看

過「課程調整」這名詞，怎樣獲得此訊

息或認知的 ? 接著再了解導師們對「課

程調整」的基本認知與了解。

在 整 體 訪 談 中， 有 15 位 導 師

（0122、0132、0211、0231、0321、

0422、0512、0612、0711、0812、

0911、0922、1011、1021、1112） 是

曾聽過或看過「課程調整」這名詞

的，大致從特教研習（0231、1011、

1021）、 九 貫 研 習（0122、0231、

0512、1112）、大學修習課程（0132、

0211、0922）、 網 路 瀏 覽（0321、

0512）、廣播電台（0911）、配合個案

轉介（0422）、另一半在特教班服務

（0711）、曾當過特教組長（0612）、

參與特推會（0812）中了解到的。而

沒有的則有 9 位（0112、0221、0312、

0411、0522、0622、0722、0822、

1211）。細部去分析，導師們有無聽過

或看過「課程調整」這名詞，跟性別、

年齡、教師資格與否或教學年資是沒有

相關的。

從訪談中發現，普通班導師們對

課程調整或課程與教學的調整的基本認

知還不錯。然而讓研究團隊感到驚訝的

是，竟也有高達快 4 成的老師沒聽過課

程調整這個名詞，這是在推動融合教育

過程中的一大警訊。或許仍有不少導師

沒有聽過課程調整，不過對其內涵仍有

一定的了解，在整理完訪談內容後，研

究者也發現，導師們所提到的有關課程

調整的內涵，仍不離上述的「學習內

容、學習歷程、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

等四大範疇。茲歸納說明如下：

1. 有關學習內容

有的導師提到課程調整是指調整

課程或教材內容（0112、0122、0231、

0312、0512、0711、0722、0812、

1011、1112）、針對學生需求進行課程



24　東華特教　民 107 年 7 月� 第五十九期

的加深、加廣或補救（0132、0812）、

調 整 課 程 的 難 易 度（0211、0612、

0911、0922、1011）、作業的不同安排

（0221、0312、0512）、調整教學目標

（0512、0812、1021）、調整各領域

節數（0512）、將課程內容教材簡化

（0612、0622、0812、1011）。

2. 有關學習歷程

導師們提到課程調整也可能包括

調整上課或教學的方式（0112、0122、

0522、0622、0711、0722、1112）、

調整教學時間（0112）、調整課程進

度（0122、0822）、實施較彈性的教

學（0132）、依個別差異進行教學

（0321）、學習輔具的運用（0812）、

進行小組合作學習（0221）、用不同

策略引發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動機

（0221）。

3. 有關學習環境

有導師提到會做互動的調整，包括

同儕或師生（0312）、與一般生溝通其

更接納的方式（0822）、調整教學場地

（0911）。

4. 有關學習評量

導 師 們 提 到 降 低 評 量 的 標 準

（0422）、調整評量內容（1011）。

綜上，研究者發現，導師們談論課

程調整時，大多僅限於對課程內容或教

學歷程的描述，很少提到有關學習環境

及學習評量調整的部分，顯現導師們對

學習環境和評量調整之內涵的認知是較

不足的，這可能與導師大多關注在課程

內容與教學有關，此部分是未來在宣導

上可強化的部分。

（二）課程調整對特殊需求學生的重

要性認知及實施現況

在此部分，研究者提了 2 個問題，

首先先了解導師們認為「課程調整」

對特殊需求學生有幫助嗎 ? 為什麼 ? 另

外，了解導師們曾為班上的身心障礙學

生做過哪些「課程調整」? 實施頻率如

何 ?

在整體訪談中，全部的導師們都

認為課程調整對特殊需求學生是有幫助

的，不過有導師是提到幫助其實不大

（0922）。有的導師提到，作業調整

來符合其程度，可避免其學習產生無

助感（0112）；在大班中有進度問題，

不調整是不行的（0122、0132、0211、

0612）、對於一些術科，如健體、藝文

的調整是更有用的（0211）、畢竟和一

般生不太一樣，給予其適合程度的學習

才是最有效益的（0221、0321、0722、

1011）、整體課程是大方向的，需注意

到學生的個別差異（0411、0512）、課

程調整是有意義的，起碼不會讓學生覺

得無事可做，且能和一般同儕一起學習

（0422）、雖有些時間是在資源班，但

大都時間是在普通班的，因此一定要調

整（0512）、經過書寫與表達的補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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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其能力有提升（0522）、低年級階

段和一般生的程度落差並不大，此時

進行課程與教學調整成效必定很顯著

（0622）、有調整代表老師有反思，對

學生一定有益（0711）、如果能根據其

程度來設計內容和評量方式，對學生的

幫助會較大（0122）、可減少師生間的

挫折感，讓學生不排斥學習，老師能相

對獲得滿足（0812）、讓學生更易於理

解課程內容，進而幫助其學習（1112）。

導師們大概都嘗試做過課程調整，

例如：注音符號補救（0112）、降低作

業難度（0112、0221、0411、0422）、

給予較少作業量（0221、0321、0411、

0422、0522、0822、1112）、 作 業 量

分次實施（0231）、課文內容簡化、

減 量（0122、0612、0711、0812、

1112）、降低課程的難度，有時運用

到 較 低 年 級 的 課 程（0612、0711、

0812）、降低其要求（0122、0822、

0911、0922）、調整評量題幹、內容符

合學生的能力（0122、0321、1112）、

評量時輔以報讀或給予一些提示線索

（0122、0512）、提高學習動機（0132、

0221）、給予人際適應的協助（0211）、

給予補充教材或輔具（0231、0612）、

運用轉移注意力的教學策略（0512）、

課後的語文補救教學或陪讀（0522、

1021）、讓學生多發表，跟著同組同儕

一起模仿著做（0612）、課後的一對

一教學（0812、1011）、部分參與的原

則運用（0812）、利用孩子喜歡吃午

餐的關鍵，把午餐當成誘發學習之動

機（0822）、座位安排離老師近一點

（0822）、藉助同儕來協助學習及適

應（0911）、作業訂正時採一對一指導

（0922）、數學應用問題的簡化及搭配

圖解（1021）。

在實施頻率上，有的老師是每天、

每 堂 做（0122、0221、0321、0512、

0922、1011、1021）、有的是每周做一、

兩次（0112、0612）、有的每周約做 3

天（0522）、有的頻率上不高（0132、

0211、0422、0622、0711、1211）、有

的頻率不一定（0312、1112）、有的老

師未曾留意頻率問題（0812）。

從訪談中發現，導師們大致是認同

課程調整對特殊需求學生是有幫助的，

其實際作為也非常多元，大致也符合課

程調整的範疇。在實施頻率上雖然不

一，但仍發現現場導師是用心想做些嘗

試的。另外，研究者也發現，雖然有些

導師不太清楚課程調整的內涵，但實際

上是有作為的，但無法做得太深入。

( 三 ) 導師們在課程調整上的困難與

     需求

於此，研究者亦提了 2 個問題，首

先在於了解導師們在實施「課程調整」

有哪些困難？接著再了解導導師們對於

實施「課程調整」需要哪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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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導師提到在大班教學時，有

進度壓力，有時又有其他行政工作，

課程調整的難度會增大（0112、0132、

0612、0622、0711、0812、0822、

1021）、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態度會影響

老師的課程調整意願（0122、0132、

0922、1021）、家長和老師期待不同

（0122、0211、0822、0911、0922、

1011、1021）、對一些學業性的領域，

調整上較無法使上力（0211）、輔具

資源無法完全到位，例如：放大字典

（0231）、對學生情緒的掌握上較困難

（0312、0422、0512、0822）、學生的

差異性大，需花很多心力去長期、持

續的關注（0312、0612、0622、0711、

0812）、課程到底要如何簡化（0512）、

學生在特教老師指導下已有顯著進步，

如果導師再介入做太多調整，對學生來

說不見得是件好事（0622）、障礙程度

較重的孩子真的適合在普通班嗎？這些

孩子到了高年級時感覺就空轉了，老師

已很認真，但總覺得使不上力，心裡很

難過（0711、0911）、對學生整體能力

或起點能力的判讀會有些困難，這會

影響教學目標的確認（0221、0812、

0911）、有服藥的問題，如不規律服藥，

就很難進行教學（1011）。

另外，大多導師提到如果要較落實

課程調整，可能需較多人力來協助，例

如進行個別一對一教學（0112、0231、

0622、0711、0812、0822、0922、

1021）、對課程設計會比較想了解，

對 IEP 內涵亦同（0122）、對於調整的

標準上比較難拿捏（0122）、如何建立

較適當的期待（0122）、如果能和特

教老師做更多的對話、互動與合作，

應會做得更好（0122）、希望特教老

師能夠更適時的介入與協助（0132、

0312、0612、1211）、希望能先改善學

生的行為問題（0132、0211）、給予學

生更多的教學時間（0231、0612）、情

緒輔導方面的課程可否有相關資源協

助（0512）、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針

對特殊需求學生設計不同的”課本”，

尤其技能性的、生活自理的（0711）、

在學生正確鑑定及測驗資料結果的判讀

工作上要更加強（0812）、較適合的教

材應被提供（0812）、希望獲得資源的

管道能更明確，而且最好有參考的典範

（0221）、很需要行政的支持（1112）、

需要有專業人士提供諮詢，提供課程調

整的方式、內容與建議（1112）。

從訪談中發現，導師們在實施課程

調整時遇到很多困難，而且也需要很多

的協助，這與諸多的研究結果類似（朱

坤昱，2010；張博舜，2016）。尤其是

普通教師和特教教師的合作，如果能加

強其間的互動，應對融合教育有很大的

幫助。此外，學校的行政作為也可更積

極，多給普通班導師必要的支援，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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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結果應可提供學校或主管教育機關做

推動課程調整的參考。  

七、結語

從本研究對普通班導師的實際訪談

發現，導師們對課程調整的基本認知尚

可，但在對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的了解

明顯不足。雖 24 位的導師當中有 9 位

未聽過「課程調整」，但在課堂上時仍

有實際之作為。導師對課程調整的了解

大致能歸納成「學習內容、學習歷程、

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等四大範疇。導

師能正視到課程調整對特殊需求學生之

重要性，大多已在課堂中執行，然而執

行過程中確也有諸多的困難待解決，涉

及了教師本身的專業、家長的問題、特

殊需求學生之問題、學校行政、各項資

源配合等，這是亟待去解決的。

吳武典（2018）提到，課程調整

是實施融合教育必要的策略，也是融合

教育成敗的關鍵，其重要性不言自喻。

目前已有諸多的特殊需求學生安置於普

通班，雖然學習上有資源班的抽離或外

加服務，但大多的時間仍在普通班中學

習，這也是普通班教師的一大挑戰。若

不勇敢面對，融合教育就只能空喊口

號，而沒有具體作為，這樣就違背特殊

教育的精神。

普通班老師對於課程調整真的有

感嗎？這是融合教育成敗的關鍵，從本

研究發現，導師們雖認同課程調整對特

殊需求學生的重要性，也有一些實際作

為，但如欲深化實施，則有現實的困

難。當前正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實施前的關鍵前導期，如果能正視

教學現場的需求，規劃嚴謹的普教與特

教合作之配套，或許會讓融合教育的推

展更加順利、成功及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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