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特殊教育通則（許天威、徐享良、張勝成） 

˙特殊教育法（民國 103 年 06 月 18 日修正） 

第 3 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

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六、腦性麻痺。 

七、身體病弱。 

八、情緒行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 

十、多重障礙。 

十一、自閉症。 

十二、發展遲緩。 

十三、其他障礙。 

第 4 條  本法所稱資賦優異，指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

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 

一、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二、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三、藝術才能資賦優異。 

四、創造能力資賦優異。 

五、領導能力資賦優異。 

六、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 

 

CH5 智能障礙者教育 

壹、教育發展史 

˙國外：1975 年通過通過身心障礙兒童教育法案（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 Act） 

1. 規定聯邦政府有責任提供適當的特殊教育給智能障礙者和其他特殊類型的學齡兒童。 

2. 安置於回歸主流的融合教育、資源教室、特殊班、特殊學校、養護機構。 

˙國內：民國 51 年台北市中山國小成立「中山班」招收之 10 名「輕度智能較差且不適於在普通班之兒童」。 

 招收對象 教育方式 人數 鑑定方式 

草創時期 

（民國 50-59 年） 

國小階段智能障礙 

或智能較差兒童 
集中式安置 

30 人 

→15-20 人 

聯合鑑定小組 

（醫生、心理學家、特殊教育學者、

啟智班教師、社工人員、行政人員） 

實驗時期 

（民國 60-72 年） 

國中、小階段 

智商在 50-75 之間 

可教育智能障礙學生 

集中式安置 

（極少數回歸

普通班） 

國小 15 人 

國中 30 人 
各縣市或學校組成鑑定小組 

發展時期 

（民國 73 年-） 
輕/中/重度智能障礙 

集中式、在家自

行教育、技藝

班、機構啟智班 

國小 12 人 

國中/高職

15 人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委員會 

*補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民國 103 年 04 月 10 日） 

第 3 條   學校（園）實施身心障礙教育，設特殊教育班者，每班學生人數，應依下列規定。但因學生身心

障礙程度或學校設施設備之特殊考量，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一）幼兒園：每班不得超過八人。 

（二）國民小學：每班不得超過十人。 

（三）國民中學：每班不得超過十二人。 

（四）高級中等學校：每班不得超過十五人。 

二、分散式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依各級主管機關之規定。 

各級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於所轄學校總教師員額不變之情形下，移撥普通班教師員額增設特

殊教育班。 

第 4 條   學校實施資賦優異教育，設特殊教育班者，每班學生人數，應依下列規定： 

一、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每班不得超過三十人。 

二、分散式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依各級主管機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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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學校（園）設特殊教育班者，其員額編制如下： 

一、教師： 

（一）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 

      1.幼兒園及國民小學：每班置教師二人。 

      2.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每班置教師三人。 

（二）資賦優異特殊教育班： 

      1.國民小學：每班置教師二人。 

      2.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每班置教師三人。 

二、導師： 

（一）集中式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 

      1.幼兒園、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每班置導師二人，由教師兼任。 

      2.高級中等學校：每班置導師一人，由教師兼任。 

（二）集中式資賦優異特殊教育班：每班置導師一人，由教師兼任。 

（三）分散式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由各級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每班得置導師一人，由教師兼

任。 

三、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依學生特殊教育需求，置專任、兼任或部分工時人員。 

四、教師助理員：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具

中度以上障礙程度或學習生活上有特殊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每十五人置專任人員一人，未

滿十五人者，置部分工時人員。 

五、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經鑑輔會鑑定，具重度以上障礙程度或學習生活上有特殊需求之身心障

礙學生，置部分工時人員。 

前項第一款教師員額，不受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三條第二項及

第四條第二項專任員額控留之限制。 

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員額，其員額配置及學生需求評估基準、程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貳、定義 

一、美國智能障礙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 ,AAMR） 

 定義 特點 

1973

年 

「智能障礙系指在發展期間，即已產生一般智力功

能明顯低於常態者之現象，而且同時伴隨著適應行

為方面的缺陷。」 

1. 一般智力功能明顯低於常態（平均數二個標準差

以下）。 

2. 源於發展期間（出生-18 歲）。 

3. 適應行為的缺陷。 

1983

年 

「智能障礙系指在發展期間，即已產生一般智力功

能明顯低於常態之現象，因而造成或伴隨著適應行

為方面的缺陷。」 

1. 一般智力功能明顯低於常態（將測驗工具的測量

標準物納入考量）。 

2. 源於發展期間（受孕-18 歲）。 

1992

年 

「智障能障係指個人某些能力的缺限，呈現一般智

能表現顯著低於平均數，同時在下列應用性適應能

力領域存在二個或二個以上的缺陷：溝通能力、自

我照顧、居家生活、社交技能、社區資源應用、自

我指導、健康安全、功能性學科、休閒娛樂以及工

作等能力。智能障礙發生在十八歲以前。」 

1.  智商上限仍維持在 70-75 之間，但適應能力方面

由一般適應行為到特定適應技能（具體指出）。 

2.  發展期間為 18 歲以前。 

3.  強調適應行為的功能性問題，以及需給予支持的

十項領域。 

4. 重視個人與環境間的互動。 

2002

年 

「智能障礙係指在智力功能和適應行為上存有顯

著之限制而表現出的一種障礙，所謂適應行為指的

是概念、社會和應用三方面技能，智能障礙發生於

18 歲之前。」 

1. 智力功能：一般智能、適應行為、參與、互動、

社會角色、健康、脈絡。 

2. 適應行為是指概念、社會、和應用三方面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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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規定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民國 102 年 09 月 02 日） 

第 3 條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所稱智能障礙，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年齡者明顯遲緩，且在學習及生活適應

能力表現上有顯著困難者。 

前項所定智能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力測驗結果未達平均數負二個標準差。 

二、學生在生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語言與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等任一向度及學科（領

域）學習之表現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情形。 

三、內政部規定 

 智商 成年後心理年齡 特點 

輕度 

智能障礙 

平均值以下兩個標

準差到三個標準差

（含）之間（70-55） 

介於 9歲至未滿 12歲之間

（最高到小學 5－6 年級

的心智年齡） 

在經過特殊教育與訓練之下，可以自理部份生

活，以及可以從事半技術性或簡單技術性工作。 

中度 

智能障礙 

的平均值以下三個

標準差至四個標準

差（含）之間（55-40） 

介於六歲至未滿九歲之間

（最高到小學中低年級的

心智年齡） 

在他人監護指導下僅可部份自理簡單生活，在他

人庇護下可從事非技術性的工作（例如在庇護工

廠工作），缺乏獨立自謀生活能力。 

重度 

智能障礙 

平均值以下四個標

準差至五個標準差

（含）之間（40-25） 

大多在三歲以上至未滿六

歲之間（最高到小一或是

幼稚園大班的心智年齡） 

無法獨立自我照顧，亦無自謀生活能力，須賴人

長期養護。 

極重度 

智能障礙 

未達平均值以下五

個標準差（25 以下） 

未滿三歲（心智年齡完全

是嬰兒階段） 

無自我照顧能力，亦無自謀生活能力，須賴人長

期養護。 

參、出現率：1%-3% 

肆、成因 

˙輕度智能障礙：社會心理因素→文化－家庭智能障礙 

（低社經地位家庭，缺乏文化刺激、嚴重營養失調、家中有智障之雙親） 

 中度/重度/極重度智能障礙：生物－醫學因素 

產前因素 出生時之因素 產後因素 

1. 染色體異常（第二十一對染色體多出一個染色體、染色體移位） 

2. 疾病感染 

3. 外傷/物理傷害 

4. 中毒 

5. 內分泌失調（甲狀腺分泌不足－呆小症） 

6. 新陳代謝失調（苯酮尿症、半乳糖血症） 

7. 頭部異常（水腦症、小腦症） 

1. 生產異常 

2. 新生兒疾病 

1. 頭部傷害 

2. 感染（腦膜炎、德國

麻疹） 

3. 中毒 

4. 嚴重營養不良 

伍、特徵 

學習特徵 

1. 注意力 

˙注意力集中時間較短，較不容易集中注意力。            ˙選擇性注意力較差。 

2. 學習策略 

˙不會使用有效的技巧來組織訊息，並且使用介入策略上有困難。 

˙被動學習。 

3. 記憶力：在短期記憶上有困難，但長期記異與正常人相似。 

4. 遷移類化能力：應用既有知識或技能到新情境的能力上有缺陷（無法利用舊經驗行程規則解決

日後相類似的情形）。 

5. 認知發展/抽象思考能力：能力有限，並普遍比一般人遲緩。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H0080065&FLNO=3


6. 學習動機 

˙以外在控制為主的行為，較易有預期失敗，因而消極的影響學習動機與意願。 

˙以外人為導向的學習型態（依賴他人解決問題）。 

語言發展 

˙言語障礙比率高。 

˙發音有困難（替代音與省略音）。 

˙口語發展遲緩或無口語能力，無法和他人溝通。 

身體特徵 
˙體能及身體發展：比同年齡的正常者來得慢和低，容易伴隨其他疾病/多重障礙。 

˙知動發展：發展順序和正常兒童相同，但某些知動技能發展遲緩。 

職業適應 
˙輕度：能從事半技術性/非技術性的工作→但會產生個人或社會的適應不良。 

˙中度：支持性就業/庇護工場。 

陸、鑑定與評量 

一、智力測驗 

1. 新編中華智力量表 

甲測驗 5-8 歲 
視覺搜尋、語詞記憶、視覺記憶、語文概念、

積木仿疊、語文統合、圖形比較、算數概念 部分分測驗有時間限制，連續答錯三題

終止該測驗。 
乙測驗 9-14 歲 

視覺搜尋、語詞記憶、視覺記憶、語文關係、

圖形統合、邏輯推理、圖形推理、數學推體 

˙常模：年齡組別/智力商數對照表。 

˙平均數 100，標準差 15。 

2. 魏氏智力量表 

魏氏幼兒智力量表 3 歲-7 歲 3 個月 十二個分測驗 
作業智商、語文智商、全量表智商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6-16 歲 十個分測驗與三個替代測驗 

3. 嬰幼兒發展測驗 4. 谷鶴畫人測驗 5. 柯亞發展量表 

6. 瑞文氏彩色圖形智力測驗 7. 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測驗 8. 修訂考夫曼兒童智力測驗 

二、適應行為量表 

1. 適應行為量表 

˙第一部分：將適應行為分為十個領域（溝通能力、自理能力、居家生活、社會技能、社區活動、自我指導、

安全衛生、實用知識、休閒活動、職業活動）； 

˙第二部分：加入人格和行為偏差的不良適應行為，檢核學生有無偏差行為。 

˙平均數 100，標準差 15。 

2.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評量學生之溝通、日常生活、社會化、動作技能四種行為能力。 

3. 生活適應能力檢核手冊：評量中、中度智能障礙學生之生活適應狀況（自理能力、社會性能力、知動能力、

語言能力、基本學科能力、居家生活能力、工作能力）。 

柒、教育與輔導 

一、教育安置 

學前階段 

˙特殊教育法（民國 103 年 06 月 18 日） 

第 23 條  身心障礙教育之實施，各級主管機關應依專業評估之結果，結合醫療相關資源，

對身心障礙學生進行有關復健、訓練治療。 

為推展身心障礙兒童之早期療育，其特殊教育之實施，應自二歲開始。 

˙學前啟智班中，招收學生以障礙程度較重或有明顯特徵（唐氏症、自閉症等）。 

學齡階段 

輕度 中/重度 重/極重度 
特教班教師定期去學生

家中提供教學與輔導。 

專人負責照

顧及教育。 
職業訓練 

普通班/ 

資源班 
特教班 

啟智學校/ 

特殊學校 
在家教育 教養機構 高中/職特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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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階段 ˙政府各單位不定時委託公（私）立訓練機構以公會方式辦理各項職業訓練 

二、課程設計：強調「個別化」、「實用性」。 

1. 兼顧學習者的生理和心理年齡。 

2. 具功能性：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立即使用。 

3. 具連續性和關聯性。 

4. 兼顧教學和評量。 

5. 與正常同儕有互動的機會。 

輕度 

（加強功能性學科外，也培養職業和生涯發展/社為適應能力） 
中度 重度/極重度 

1. 注意力：能安靜坐在位置上，注意聽老師上課。 

2. 聽覺理解力：能聽從指示。 

3. 辨別力：對於聽覺及視覺性的刺激，能加以辨別。 

4. 粗大和精細動作能力：寫字、握筆、拿東西等能力。 

5. 溝通能力：能正確且適當表達自己的需求及看法。 

6. 生活自理能力：穿衣服、吃飯、如廁等自我照顧能力。 

7. 社會能力：在團體中，能和同儕適度的互動並建立良好的關係。 

1. 小學 :以生活自理

能力、知覺動作能

力、溝通能力、社

為適應能力為主。 

2. 中學：職業技能的

培養和訓練。 

考量學習者的蓮

寧和社區生活環

境的需求（自理

能力/功能性） 

三、教材編選 

1. 符合教學原理：符合學生的實際年齡和認知發展。 

2. 有明確的教學目標。 

3. 系統化原則：內容由易而難、有簡而繁、由具體而抽象、由舊經驗至新經驗。 

4. 統整原則：內容需具有完整之生活經驗。 

5. 適應原則：須考量個別學生的差異、社會需求和文化差異。 

6. 促進原則：能引導學生思考、推理和解決問題。 

7. 興趣原則。 

四、教學策略 

1. 重視個別化教學：依照學生之個別學習能力和學習特性來設計教材和教學方法。 

2. 充分應用工作分析法。 

3. 提供充分的練習機會：但須避免因過度練習產生的倦怠感。 

4. 提供成功的學習經驗：給予回饋和正增強提升其學習的信心。 

5. 充分利用小組教學的優點：學習如何與人建立適當的互動關係。 

捌、未來展望 

1. 早期介入：透過早期介入方案的實施，增進與其語言與概念的發展。 

2. 最少限制環境/融合教育：強調真實環境的重要性。 

3. 職業訓練與安置：培養智能障礙者加入競爭性就業市場是智能教育的最終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