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教育部強化特教品質 國立高中職資源班將

增補教師並調降教學節數 

發佈單位：國教署 聯絡人：張鳳誼     

電話：04-37061217  

電子信箱：e-1154@mail.k12ea.gov.tw 

 

        教育部持續落實保障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權利，除了

109 年度增加 5.4 億元特殊教育預算，針對國立高級中等學

校資源班教學人力不足及教學節數等問題，也將自 108 學

年度第 2 學期增補特教教師，並研議調降教學節數，減輕

教學壓力，維護特教品質。未來將持續傾聽教學現場意見，

提供學校必要資源與協助，讓教師更無後顧之憂。 

有關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資源班教師反映人力不足及教

學節數等問題，教育部國教署具體措施包括： 

一、 調降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資源班師生比： 

（一）現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資源班師生比為 1 比 26，考

量資源班教師在行政、教學及支持服務的負擔，國

教署正努力調降師生比至 1 比 21 以下，並分階段擴

增特教教師，舒緩教學人力問題。 

（二）108學年度第 2學期立即增補資源班教師，降低資源

班師生比至 1比 21以下；師生比尚未符合 1比 21之

班級，將核給經費進用資源班代理教師；學校如可

於 108 學年第 1 學期招聘到特教教師，國教署將加

速相關作業，讓教師儘速到位。 

（三）109 學年度起採正式員額及代理教師併同進用方式，

降低資源班各班師生比至 1 比 21 以下，以建立長期

穩定之特教師資人力。 

二、調降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資源班直接教學節數：教育部

依特殊教育法授權訂定「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及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草

案）」，草案已進入預告期間，國教署陸續蒐集教學

現場具體建議，並持續溝通討論。未來將採調降資源

班教師直接教學節數方式辦理，具體回應教師反映困

境，讓教師有更充裕時間提供學生良好特教服務。 

 

貳、屏東特教「屠龍刀」改善紅龍果乾製程 

特教生快樂學習更有自信 

發佈單位：國教署 聯絡人：劉士綸     

電話：04-37061215  

電子信箱：e-1139@mail.k12ea.gov.tw     

 

 
 

教育部國教署為鼓勵高中職以下特教學生發展潛力，

除推動多元適性課程，也舉行特教教材、教具與輔具及電

腦輔助教學軟體設計比賽，強化特教生的學習興趣。各特

教學校陸續展現良好的教學成效，其中，國立屏東特殊教

育學校研發「屠龍刀～紅龍果乾製作流程改善方案」，更

獲得勞動部職務再設計創意競賽第四名獎項肯定，讓特教

生不但能快樂學習，也對未來進入職場更有信心。 

屏東縣以農業、觀光產業為主，農產加工品的製作、

包裝人力需求量大，且沒有傳統農業工作的各種限制，屏

東特殊教育學校從中看到了身心障礙學生就業的契機，思

考如何從職務再設計的觀點幫助特教生，並結合在地產業

特色，創造就業機會。 

勞動部今年舉行第六屆職務再設計創意競賽，屏東特

殊教育學校以「屠龍刀～紅龍果乾製作流程改善方案」獲

得認知學習障礙設計組第四名。陳沛瑄、郭佑慈、田順豐、

傅詩婷及李亭儀等特教老師，共同站在學生的立場思考果

乾製程可能遇到的問題，包括：如何安全的使用刀具？、

如何更有效率剝除果皮？如何切出一定厚度的果肉？再設

計相關的輔具及研擬解決方案。 

經過集思廣義，他們設計出兼顧安全與效益的輔具

「屠龍刀法」第一式：紅龍果對切輔具；緊接著找出經濟

實惠的手工替代方案「屠龍刀法」第二式：紅龍果肉切片

器；最後則是提出生產流程結構化，縮短學習歷程的「屠

龍刀法」第三式：一氣呵成，生產流程結構化。整個設計

讓特教生學習後，能有效運用在紅龍果乾製作流程的改善。 

這也是屏東特教繼勞動部第四屆職務再設計創意競賽

獲獎的「超商收銀好幫手」、第五屆獲獎的「帶得走的能

力；帶著走的輔具～手工皂 包裝台」、「一手包到好，手

工果醬包裝工具組」，連續第三年獲得殊榮。 

        參與設計的老師們表示，希望藉由特色產品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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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的重新規劃，透過職務再設計，針對身障學生不

同的能力給予不同的職務或任務編組，擴大職場涵蓋範疇，

除了讓學生從學習過程中獲得成就感，更盼望日後讓他們

具備工作潛能，順利進入職場貢獻專長。 

         教育部國教署表示，為鼓勵特教工作者、民間團體及

研究機構，研發高中職以下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特殊教育

教材、教具與輔具及電腦輔助教學軟體，並提升教師製作

教材教具能力，國教署舉行獎助製作特殊教育教材教具設

計比賽。期待藉公開徵件，匯集全國特教工作者的教學經

驗與熱忱，製作各式各樣教材、教具輔具及電腦輔助教學

軟體，引導特殊教育孩子快樂學習，開發興趣與潛力。 
 

 

 

壹、穩健實施 108 課綱 教育部持續強化師資員

額配套措施 

發佈單位：國教署 聯絡人：韓春樹     

電話：(04)3706-1100  

電子信箱：e-g100@mail.k12ea.gov.tw  

    

        針對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關心 108 課綱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員額等配套，教育部表示，之前邀集地方政府共商時，

地方礙於財源而暫無法支應提高教師員額所增人事費用，

因此暫維持現行員額標準，將持續與地方政府溝通研議。

為減輕教師工作負擔，教育部已先調降國立高中職藝能科

及實習科分組教學專任教師的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兼任行

政職務專任教師的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也予以調降，並新增

協助行政減授制度，讓教師有更充裕時間備課。 

        此外，新課綱鼓勵學校運用多元師資活化開課，除校

內師資，可透過「與大專校院合作開課」、「跨校共聘師

資」、「遴聘業師協同教學」或「遴聘校外兼課教師」等

多元管道，引進校外適任師資，如聘請大學師資授課，除

了有補助計畫可支應經費，也依大學標準支給鐘點費，增

加意願。 

        有關高中教師鐘點費，現行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兼任及

代課教師鐘點費每節 400 元，工會建議予以調高，此部分

同樣將涉及地方政府財政負擔，且如單獨調整高中職教師

鐘點費，也將涉及國中小等不同教育階段教師鐘點費衡平

性，將持續審慎評估。 

        至提高兼職行政職務加給，教育部正研議規劃將原組

長職務列等三級調整為二級，可增加教師兼任行政職誘因。 

        教育部表示，感謝各級學校致力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綱，

教育部將持續與地方政府檢討精進相關配套，兼顧充實學

校的推動能量，減輕教師及行政人員工作負擔。 

 

貳、一個孩子都不能少，是各階段教育從未懈

怠的努力方向 

發佈單位：高等教育司 聯絡人：朱俊彰     

電話： 02-7736-5868  

電子信箱：bluejay@mail.moe.gov.tw 

 

        教育部為確保教育機會均等，避免在學學生因家庭經

濟突發困境而失學，已於各教育階段規劃下列就學協助機

制，適時給予經濟上之支持，務使學生學習不中斷： 

一、國民中小學部分，因屬義務教育，依據國民教育法及

施行細則規定，公立國民中小學學生係免繳學雜費，

僅收取代收代辦費。教育部另針對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及家庭突遭變故等國中小學生，提供書籍費、家

長會費及學生團體保險費等三項代收代辦費用補助，

計補助超過 30萬人次、1億 8,619萬 4,615元。另補助

學校辦理兒童課後照顧班，其中計補助低收入戶、身

心障礙及原住民等學生 6萬 9,616人次，經費 2億 8,090

萬 893 元；同時，也補助弱勢學生課後照顧至夜間

（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開辦 636校次、704班次、

參加學生數計 9,423人次，補助經費計 1億 292萬 7,160

元。此外，為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午餐，每年補助 21 億，

每年約有 45 萬人次受益。在 106 年通過「偏遠地區學

校教育發展條例」， 每年編列 25億元，照顧支持偏遠

學校的學生，而 108 年度投入 25.6 億元預算，新增挹

注偏遠地區學校「設施設備」、「學生多元試探」及

「教師專業發展」等項目，除 1,153所偏遠地區國中小

受惠，非偏遠地區但有教育資源需求的 428 所非山非

市 國 中 小 也 可 以 申 請 設 施 設 備 經 費 。 

二、有關高中職部分，針對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

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補助學雜費減免 8萬 8,282人，計

9 億 6,036 萬 8,411 元，另並補助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家庭學生就學貸款利息 1 萬 6,846 人次，計 7,881 萬 

         2,872元。 

三、有關大專院校部分，為協助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就學，

減輕其就學負擔，已提供學雜費減免、大專校院弱勢

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就學貸款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弱勢協助等措施，其中學雜費減免計補助 23 萬 7,055

人次，經費 60.96億元；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

學金計補助 6 萬 4,837 人，經費 17.21 億元；就學貸款

補助利息計 47萬 1,909人次、經費 23.54億元；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弱勢協助經費計 8 . 4 3 億元，總經費 

        計 110.14億元。 

        教育部在推動任何政策都必須考量實務上必須克服的

問題，這是為了讓政府資源在政策上得到最有效的運用，

但只要政策方向正確，政府會努力逐步克服這些問題，而

不會讓這些問題阻礙政策推動。 

 

 
壹、教育家部落格人物典範 竹塘國中黃仲平

校長：燃起偏鄉孩子學習熱情 

發佈單位：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聯絡人：莊秀貞     

電話：02-7736-5649  

電子信箱：ed1376@mail.moe.gov.tw   

  

 
        108年 5月，在彰化舉辦的「鐵道微縮模型」課程成果



發表會，以融合彰化在地特色，並透過扇形車庫將科技教

育與生活結合，為偏鄉的科技教育打開另一扇窗。多數人

著眼於這項創意課程的發起人—竹塘國中黃仲平校長，個

人擁有一千多輛模型火車的鐵道迷身分，以及赴日交流等

心得時，他卻謙虛地說，這項課程只是拋磚引玉，創意教

學的題材隨手可得，能否持續與深化的關鍵在於熱情。 

       「無論是老師或學生，對一件事擁有熱情，才可能產

生動機、引發興趣，進而養成自主學習的習慣。」黃仲平

說道。身為彰化在地人，黃仲平自民國 86 年實習結束，在

竹塘國中擔任代理老師以來，二十多年的教育生涯，都奉

獻給彰化縣竹塘及二水國中兩所偏鄉學校，剛好就位於彰

化縣人口最少的兩個行政區。 

        黃仲平分享，在竹塘國中任教時，當時蔡永發校長對

於生活教育的重視，以及要求老師們不能放棄任何一個孩

子的堅持，讓他印象深刻。「在當時還是升學至上的風氣

下，校長這樣的堅持，不僅讓家長與社區對學校更支持，

三年後考取彰中、彰女的人數，更從掛零一路成長到十多

位，吸引許多外學區的學生移入就讀。」黃仲平談道。 

        因這個身教，讓黃仲平往後無論擔任哪個職務，都不

放棄任何引導學生的機會。在竹塘國中擔任訓導主任時，

他會陪著受罰學生割草，並且跟他們說：「你看主任也沒

做錯事，卻要陪你們一起割草，還得因你們做的事被社區

人士罵，不覺得這樣不公平嗎？」藉此讓孩子們省思。在

擔任二水國中校長期間，有一次學生遭罰後，怒而將黃仲

平的新車刮花，黃仲平不但藉此作機會教育，更將這群學

生訓練成校內「教師汽機車安全糾察隊」，還保留被刮的

痕跡當作「留念」。 

       「教育最重要的意義，仍是在人格的養成，然後才是

志趣的探索。」黃仲平強調。所以，在過去尚未取消能力

分班時，竹塘國中也曾經利用第八堂課，為不愛念書的孩

子安排藝能課，目前也積極規劃並增開技藝班，協助孩子

探索興趣，銜接未來的技職教育。 

        為了提供孩子更深入、更全面的探索式學習，黃仲平

從 98 年起積極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從自己的生物課實

踐新課綱精神。例如，帶著學生觀察學校附近的豌豆，在

過程中將在地的農作物融入生物課本的遺傳學單元，講到

目前鳥類的「瞬膜」時，則請學生回家觀察自己家養的雞，

再與課本互相印證。 

        99 年到二水國中擔任校長後，他以原本在竹塘國中的

經驗，結合二水在地資源與學校夥伴，一起合作參與特色

學校等計畫，並剛好配合學校教學大樓重建與新建二水國

際學校，結合原有的泰山體驗營，將全校僅有 9 個班級的

二水國中，打造成培養孩子在地情懷和國際視野的樂學學

園。 

        黃仲平認為，偏鄉學校的大自然資源就是學生最好的

探索與學習場域，這也讓二水國中除了有國語文領域的

「八堡圳」特色課程，還有戶外十二米的攀岩場的攀岩體

育課、校園三十多棵咖啡樹可供實習的家政課，以及童軍

領域的定向越野課程，都能引發孩子們更強的學習動機。 

        黃仲平坦承，發展這些傳統被認為無關升學的科目，

的確會讓許多家長擔心排擠掉念書的時間。他說，曾有直

笛隊學生，在回答「音樂對自己的意義」時說：「音樂是

我人生的蝸牛殼」，老師詢問孩子，蝸牛殼不是負擔嗎？

沒想到學生卻說：「蝸牛殼會陪著我們長大，當我們低潮

時可以躲進去休息後再出發，讓我們可以面對更多的挑

戰。」學生的回應讓老師們大受鼓舞，更堅信自己是對的。 

        106 年，黃仲平在回到熟悉的竹塘國中擔任校長，將

同樣的精神帶回竹塘之後，升學成績創下學校歷年紀錄，

不但錄取彰中、彰女的人數達到 36 位，也有八成以上的畢

業生進入公立學校就讀，讓對全人教育有疑慮的家長可以

安心。「學校不辦晚自習的決定，得到更多家長的支持。」

黃仲平說，當孩子的學習興趣被燃起時，也會有更好的學

習成效，不一定要把孩子整天都綁在課堂裡。「大人都不

願意加班了，又何必為難孩子呢？」 

        未來，黃仲平將繼續為師生扛住世俗的壓力，讓每個

孩子都能在多元探索下，刺激學習動機，進而找到自己的

夢想。 

 

貳、教育家部落格人物典範 瑞祥高中翁淳儀

教官：嚴肅軍服下的一顆愛心 
發佈單位：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聯絡人：莊秀貞 

電話：02-7736-5649  

電子信箱：ed1376@mail.moe.gov.tw 

 

        身著筆挺軍服，在青春洋溢的高中校園裡顯得格外奇

特，軍訓教官，有人懼怕他的威權象徵，有人亟欲掙脫他

對自由的限制，也有人從他嚴肅標誌下，看見一顆愛學生

的心。 

        20 多年前，翁淳儀也曾是大學校園裡盡情享受知識洗

禮的學生，「我喜歡校園的單純，以及徜徉於學習中的氛

圍。」因此畢業多年後，她通過女軍訓教官班招考，換上

了墨綠軍服，以教官的身份重返校園。 

         從學生到教官，以前管好自己都很難，現在卻得管好

一群叛逆期的學子。第一年她負責學校宿舍安全管理，年

輕的翁淳儀覺得自己就像個媽媽，孩子生病了、心情不好、

行為失當，教官媽媽都得出面「適時給予孩子所需要的東

西」，那些東西，可能是母親般無微不至的關懷，也可能

是教官無所不在的嚴格管教。 

        「教官要管的事情很細瑣，不能怕煩，個性上要有點

雞婆，分寸要拿捏得當…」如此不容易的工作，她一做便

是 20 年。為了有足夠的能力與資源，處理困頓學生的生命

狀況，她又把自己從教官變成了學生，不斷奔波於高雄與

嘉義之間，在南華大學攻讀生死研究所，浸淫生死哲學與

諮商輔導。 

        翁淳儀將心理大師海寧格的「家族系統排列」，運用

於校園輔導工作中，以寬容、宏觀的角度，面對生命議題，

「當我們把一個人放進家族系統中觀察時，就會了解，不

應把學生單單視為問題的製造者，以處罰終結問題，因為

人不是單一個體，深受家族系統的影響，以正確的態度面

對學生問題，才能包容接納，甚至愛他。」 

        她引人本主義之父 Carl Rogers 的經典名言：「人是一

顆種子，是有機體，充滿無限可能。」認為教育透過思考、

學習，是將學生從盤根錯節的家族系統中鬆綁，進而翻轉

生命的重要契機；而身為與學生生活緊密相連的教官，

「其實我們能做的十分有限，只能在孩子需要你的時候，

給予陪伴。」 

        翁淳儀曾經陪伴一位長期吸毒的女孩，走過一段重返

校園之路。女孩因失學過久難以適應群體關係，翁教官索

性邀請有繪畫天份的她，每天以繪畫的方式書寫心情，然

後將畫本放在教官桌上，進行一場無聲溝通。 

        孩子透過繪畫，學習如何敞開自己，交付信任；教官

透過投射性繪畫，進一步了解孩子，寫下反饋，「我想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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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在這個學校裡，有人默默關心她，使她願意成為

學校的一份子。」翁淳儀的心意並未說出口，但孩子冰封

的心感受到安靜的溫度，經過 3 個月書畫往返，當她能夠

對學校產生認同、與建立群體關係時，翁淳儀便默默轉身

退場了。 

        除了給予愛，翁淳儀更教導學生成為愛的給予者。

「我講、你聽，不如讓你親身體驗、親手操作，來得有

用。」翁淳儀將教育現場延伸於教室之外，帶領學生到國

小進行反毒宣導，到偏鄉進行社區服務，或到榮民之家聆

聽榮民爺爺口述歷史，甚至淨灘、淨山，在情境中以五感

親身體驗，在體驗中收學習之效。 

        「這是我高中三年做過最有意義的事」、「太有意義

了，希望未來能繼續辦下去」學生們說，服務學習中，聆

聽榮民爺爺口述歷史的學習果效最令人感到驚訝，然而，

榮民與 Z 世代之間，如何從無法交集的生命經驗裡，獲得

理解甚至感動？ 

        翁淳儀說，現在的孩子雖然生活無虞，卻活在虛擬世

界中，接觸的不外是冰冷的手機、電腦與電視，人與人之

間的情感連結經驗，十分貧乏；而榮民爺爺們卻願意敞開

自己，以自身充滿血與淚的生命故事，諄諄教誨孩子們

「要知足」、「要珍惜母親的管教」、「要有國家安全意

識」，既震撼人心又教人充滿憐惜，當孩子走進爺爺記憶

裡，跨世代之間最難以達成的傾聽與對話便達成了，讓生

命穿越世代滋養著生命。 

        教育若是翻轉命運的契機，誰是轉動契機的人？「未

來無論什麼人承接教官之職，都希望他能成為孩子生命契

機的轉動者，給予機會、給予教養、給予關懷。」當離開

校園的日子來到，翁淳儀心心念念的交接任務，仍然是愛。 

 

 -良師典範心得寫作- 

 

啟蒙老師__師資生朱玉鈞 

    常常聽人說一個好老師，對於孩子的影響說有多大就

有多大，老實說，沒有親身體驗，我想很難有深刻感覺，

每當我走在師培這條路時，回頭想起自己為何從一個與教

育無關的領域，卻因為工作一直與教育相關，因而人生繞

了一大圈，又回到了這裡努力，有一位老師的臉便會浮現

我腦海-我的國小一年級導師李秀蜜老師、以及還記得在我

幼稚園時，身邊的人幾乎都只覺得我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個

孩子，尤其是當時台灣正處於經濟復甦時期，也就是台灣

錢淹腳目的年代，人民賺錢容易，家庭經濟幾乎都獲得了

改善，因而同學間開始有人學各項才藝，依稀記得當時幼

稚園要畢業時，老師對我們班的一位小男生依依不捨，那

位便是班上的『風雲人物』，他是一個會畫畫、會珠算、

會彈琴的小男生，各式各樣的才藝讓他在平常的課堂表現

就相當傑出，因而老師對他讚譽有加、百般疼愛，畢業典

禮上，老師抱著小男生，離情依依與他道別，但是只對我

說了一句再見！當時我自己並沒有察覺這有什麼不妥，就

好像老師對於風雲人物的愛護，早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

之後長大回想起這一幕，因為這小小的一件事，我印象如

此深刻，這才驚覺在我小小的心靈早已經起了化學作用！

講到這裡，我想大家都能猜到，當時我是一個什麼才藝都

沒有學的孩子，因而在老師的眼裡，我只是個「正常」的

小孩，我不會特立獨行搞怪，但卻也沒有什麼傑出表現，

就這樣，我升上了國小一年級，在新的班級裡，我渴望重

新出發，希望改善我在幼稚園班上那種缺乏自信心的定位！   

    見到了新的班導師，我的心裡真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深怕老師又將自己定位在「存在感低」的孩子，於是，老

師說頭兩週要觀察我們的行為舉止，之後才要指派幹部，

還記得那兩週我常常主動幫忙，還好我的手腳也算是俐落，

幫忙做事通常都能順利完成，於是兩週後，我竟然被指派

為『班長』，這對我來說真是莫大的鼓勵，本來我只預期

希望能有個幹部職務，沒想到，直接得到班長的肯定，開

啟了我國小六年，當了五年半的班長之路。不過，接下來

還有困難在後頭，第一次的成績考查，我拿了第十一名，

那是一個會公開排名次的年代，老師會直接發成績單，上

頭記錄了每一個人的名次，於是，成績直接成為了『班級

領袖』的象徵，還記得老師發給我成績卡時(上頭寫了個人

名次)，她說了一句話：「你要當班長，要當模範，要再加

油！」沒錯，老師一句話點破了我內心的糾結，好不容易

因為班長職務，我在班上建立了一些自信心，有了一些成

就感，而這些感覺很可能因為成績不夠出色，而有了變化，

於是，接下來的考試，我更認真準備，上課更認真聽講，

還記得最後在國小畢業前，我在也沒有掉出班上前三名，

甚至常常拿全學年第一名！但是我敬愛的老師，並沒有因

此而溺愛我，他不時提醒我一些道理，最讓我難忘的一句

話是：「大部分的天才是努力累積來的，大部分的笨蛋是

偷懶累積來的，看你要當天才還是笨蛋！」這也成為我常

用來勉勵學生的話，提醒著我們要常常下工夫去努力。 

    另外，老師不只在課業、學習態度給予我正確的觀念，

他更下工夫訓練我上台參加各式演講、說故事比賽，並且

不厭其煩地帶著我到校外比賽，他說：「上台練練膽，對

以後很有幫助。」於是，我從一開始上台的扭扭捏捏，到

後來能模仿比賽場上出色對手的口條、肢體動作…等，內

化成自己的台風，到後來，我也不時能拿幾個獎項，讓老

師露出欣慰笑容。 

    有時當我站在講台上，面對孩子能泰然自若地應對進

退時，我便不禁要感謝這位老師對我的啟發，她不因為我

什麼都不會而忽視我、不因為我成績不理想而有差別待遇，

奠定了我的自信心，並且更是多方栽培我，帶著我成長，

這一切在在影響著我往後的人生，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更是

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我總會多看班上後段孩子一眼，希

望從中找出孩子的自信，讓他能因此而多點學習動力，說

不定，我會發現當年的我，一個願意學習、只是在等待機

會，蓄勢待發的孩子！謝謝老師，我的啟蒙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