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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文摘要

policy makers, educators, administrators,
and families who have a child with special
needs. How individuals understand this
transition can be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efforts in this area; yet little
or no specific data currently exist on how
transition services are being provided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facilitate successful
outcomes for young adults with disabilities.
This research is part of the study of Transition
Services Model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n Secondary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Learning, Independent Living,
Vocation, Welfare, and Integrated Related
Service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over how and what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adult life is experienced, understood, and
needed by particular young adults with
disabilities, families, and service providers.
Qualitative methods were utilized over a year
period to gather and analyze data o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for secondary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ing
regarding transition were discussed and
recommended service practices were offered.

隨著高職多元升學方案及身心障礙學生
十二年就學安置計畫的措施，身心障礙學生
接受教育的人數將更為增加。身心障礙學生
接受學校教育後，終需進入社會， 轉銜的成
功與否，意味著能否順利地從單純的學生生
涯邁向複雜的成人生涯；從依附性生活邁向
較獨立的生活。因此，轉銜服務模式的建立
將成為特殊教育極重視的課題。本研究主要
探討身心障礙中學生專業服務層面的轉銜服
務需求，研究對象將涵括輕度障礙、重度障
礙、生理障礙等三大類的身心障礙學生。透
過各類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比較，建立專業
服務模式，就服務性質、服務內容、服務持
續程度三大方向規劃各類身心障礙中學生之
專業服務需求。透過質性研究的方式，了解
身心障礙中學生在接受轉銜輔導後，其在個
人生活、家庭生活、社區生活及職業生活等
四大向度上的適應情況。
關鍵詞：中等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專業服
務、質性研究、轉銜

Key Words: qualitative research, related
services, secondary programs,
special education , transition

Abstract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adult life has
recently become a significant concer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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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特殊教育中的運作是有法源根據，且更
顯得政府欲推動專業整合的決心，及專業整
合在特殊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特殊教育的趨勢主要是環境設施常
態化、服務人員多元化及融合教育（林寶
山，民 86）。前任教育部長林清江曾於「教
育的未來導向」一書中指出，教育機會均等
政策的內涵應包含下列三項(林清江，民 83)：
就學機會的均等：不論學生的性別、社會階
層、居住地區、家庭背景和本身能力，均應
有接受符合其學習需求的教育機會。
1. 教育資源的均等：學校所提供的課程、教
育內容和教育設施的運用等都應符合平
等理念，使學生在公平的環境中成長與發
展。
2. 教育過程的均等：學生在接受教育的過程
中，不應受到任何不利的影響或不公平的
對待，使其在接受教育後，都能發揮其潛
能，施展長才。
然而，對於許多身心障礙學生不僅是需
要特殊教育的服務，更迫切需要的相關服
務，包括：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
心理輔導等多專業的配合。教育部曾於八十
四年度在各縣市推動「復健醫療專業人員諮
詢」及八十五年度之「專業人員之輔導」工
作中，各縣市的專業整合服務情況的研究，
可見教育行政單位也逐漸重視特殊教育有必
要實施各個專業整合的團隊合作方式。特殊
教育相關專業團隊資源應該如何整合及運
作，才能增加特殊教育成效，是亟需瞭解的。
再者，身心障礙學生接受學校教育後，
終需進入社會，轉銜的成功與否，意味著能否
順利地從單純的學生生涯邁向複雜的成人生
涯，因此，專業服務模式的建立是特殊教育非
常重視的課題。基於以上之因素，本研究探討
身心障礙中學生專業服務層面的轉銜服務需
求，透過各類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比較，建立
試探性的專業服務模式，以服務性質、服務內
容、服務持續程度三大方向規劃各類身心障礙
中學生之專業服務需求，另以學生能力、專業
服務內容、專業服務模式及行政支持等四方
面，為實質探討重點項目。透過質性研究的方
式，瞭解身心障礙中學生在接受專業服務後，
其在個人、家庭、社區及職業生活適應的情

貳、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自特殊教育受到重視和提倡以來，為身
心障礙學生所提供的教育安置與教育服務，
便一直受到關注和爭議。在我國憲法的保障
下，接受基本的國民教育是每個人應有的權
利和義務，身心障礙者亦不例外。然身心障
礙學生由於其本身個別差異之故，需要較一
般學生更多的教育服務。所以，為因應身心
障礙學生的特質和教育需求，遂產生了不同
的教育安置措施和服務；從特殊學校、特殊
班和資源班的設立(李德高，民 77)，都是為
了能夠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合適的教育所作的
教育安置規劃。
我國在八十六年修正通過的特殊教育法
(行政院，民 86a)，第五條：配合需要，進
行復健、訓練、治療。第十一條：特殊教育
中心提供鑑定、咨詢服務。第十二條：縣（
市）鑑輔會處理鑑定、安置、輔導工作。第
十五條：結合特教機構及專業人員提供評量
、教學、行政支援。第十七條：普及學前教
育、早期療育、職業教育，至特殊教師、專
業人員、助理人員提供無障礙環境、相關服
務。第二十二條：身心障礙教育之診斷與教
學，以專業團隊合作進行，規定「身心障礙
教育之診斷與教學工作，應以專業團隊合作
進行為原則，集合衛生醫療、教育、社會福
利、就業服務等專業共同提供課業學習、生
活、就業轉銜等協助，身心障礙教育專業團
隊設置與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定之。第十五、十七和二十二條分別述及教
育、醫療與社政單位相互結合的團隊合作事
宜。第二十四條：提供教育輔助器材、相關
支持服務。第二十六條：提供特殊學生家庭
資訊、諮詢、輔導、親職教育等支援服務。
第二十七條：擬定個別教育計畫，須邀請家
長參與擬定及做教育安置。
民國八十六年的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二
十三條規定：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辦理身心障
礙者教育及入學考事實，應依其障礙情況及
學習需要，提供各項必須之專業人員、特殊
教材與各種教育輔助器材、無障礙校園環
境、點字讀物及相關教育資源，以符公平合
理接受教育之機會與應考條件。」(行政院，
民 86b)。這些均顯示出專業服務的重要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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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進行為期一年的追蹤輔導，以了解專業
服務方案的成效。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及其與其它子計畫整
合的必要性，本研究計畫之研究目的有
下列五項：
1.透過座談會、訪談等方式，瞭解台灣地區
中等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專業服務之現
況。
2.比較不同身心障礙學生專業服務之需求，
發展理想的專業服務模式。
3.瞭解各類身心障礙中學生在畢業後，其在
個人、家庭、學校、社區及職業生活適應
的情況。
4.追蹤評估專業服務模式在台灣地區中等教
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的適用性。
5. 綜合研究成果提出具體專業服務模式之可
行方案，供相關行政單位及學校實施轉銜
輔導之參考。

用開放性問題，以期獲致更完整的資料。小
組座談與個別訪談分別在高三下學期及畢業
後半年各進行一次。
表 1 座談及訪談樣本人數
地區
類別
學生 家長 教師
輕度障礙
2
2
2
北區 重度障礙
2
2
2
生理障礙
2
2
2
輕度障礙
2
2
2
中區 重度障礙
2
2
2
生理障礙
2
2
2
輕度障礙
2
2
2
南區 重度障礙
2
2
2
生理障礙
2
2
2
總計
18
18
18

專業
2
2
2
2
2
2
2
2
2
18

合計
8
8
8
8
8
8
8
8
8
72

座談、訪談及其他各項資料採質的分
析，以逐字稿方式呈現，每次訪談或座談結
束後，由專人依據錄音帶內容逐字逐句謄
寫，並將訪談及座談會參與者以編碼代號處
理，編碼方式如下：第一個代碼為地區，北、
中、南三區各以 N、C、S 為代表；第二個代
碼為參與者類別，學生為 S，特教教師為 T，
家長為 P，專業人員為 R，隨後的兩位數字為
參與者的編號順序。逐字稿內容的處理，研
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架構，歸納各受訪者的
意見，提出轉銜專業服務模式。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小組座談、個別訪談與資料收
集等方法，研究對象分別從台灣北、中、南
三區之特殊學校及特殊班選取包括下列三大
類的身心障礙學生：
1.輕度障礙:學習障礙、輕度智能障礙等。
2.重度障礙：中、重度智能障礙、以智能障
礙為主障礙的多重障礙、腦性麻痺、

肆、研究結果與建議

自閉症等。
3.生理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肢體障
礙等。

1.

取樣對象包括：學生、家長、教師和相
關專業人員（如: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及心理治療師等）， 共 72 人，參
見表 1。

2.

3.

小組座談以身心障礙學生為中心，邀請
學生、家長、教師和相關專業人員共同討論；
個別訪談則為深入了解各研究對象對中等教
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與專業服務之實際
需求。依據半結構性轉銜與專業服務的訪談
大綱進行訪談，訪談採用「晤談指引法」，
係在訪談前先預定主題，依照訪談題綱來進
行。訪問之初，訪問者先向受訪者發問一系
列結構性問題，然後為作深入探究起見，採

4.
5.

6.

3

綜合研究發現：
除少數輕度障礙者有繼續升學或就業
外，多數身心障礙者並未就學或就業。
家長對轉銜計畫的參與率不高，家長普遍
仍然對轉銜計畫感到缺乏瞭解，即使學校
有提供此方面的訊息給家長。
轉銜計畫擬定及執行過程中，相關專業服
務人員普遍覺得未能充分參與。
學生、家長、教師及專業人員之間對身心
障礙者的需求有明顯不同的看法。
研究對象普遍支持應提供以社區為本位
的課程及支持性就業服務，並應加強融合
教育。
在轉銜計畫與專業服務提供之間，需要有
一位適任的協調工作者，以便繼續提供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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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因素：行政支持與政策法令執行效
果、跨機構協調、社會接納程度。
3.協助因素：轉銜服務的內容與範圍、適性
的方案服務規劃、統整團隊運作、專業服
務技術與持續程度。
轉銜方案應避免侷限於傳統的標籤障礙
類別，破除障礙分類，應關注障礙的功能分
析，並致力於轉銜方案的目標，即提供機會
與服務以支持成年生活品質、維持與社區一
般人生活與就業的整合、以及強化離校後的
生產性與獨立性。離校後的成人個案管理、
社會福利及轉銜服務更應獲得重視，鼓勵贊
助特殊教育與相關訓練及服務經費，以有助
於身心障礙學生的就業、職業訓練、繼續教
育、與成人服務等轉銜方案。
二、轉銜與專業服務的現況
我國專業服務目前的發展現況是一直到
最近幾年才開始在早期療育和在家教育中發
展，此外也嘗試運用在普通學校的特殊需要
學生。研究發現，各縣、市資源系統分配不
均，專業人員與合作醫院供應不足的現象，
運作模式有參照國外者，也有因應本土相關
條件因素而設計者。提供服務場所包括：定
點學校、個案居家和醫院。顯示影響因素有
專業人員供需問題、家長問題、行政效率、
與專業人員溝通問題、計畫決策者的理念與
經驗、各縣市幅員面積、自然地理環境等。
在專業人員來源方面，幾乎皆由醫療院所現
有人力提供協助，只有少數縣市聘請專任的
專業人員提供服務。專業人員主要以復健人
員為主體，尤其是語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和物理治療師。只有一個縣市有醫學工程人
員的服務。而服務內容是各縣市皆以醫療診
察及復健為主要服務項目。有三個縣市提供
輔具相關服務：只有一個縣市提供復健以外
的其他服（如：營養諮詢、社工及臨床心理、
語言治療等）。服務地點：有 11 個縣市採居
家服務方式進行之。全台灣 23 各縣市中，有
10 個縣市同時有兩種以上地點提供服務。國
內專業團隊的發展，多侷限在服務在家教育
和學齡前兒童，且專業人員層面也不夠廣
泛。目前只有在特殊學校有相關專業人員的
編制，但類別和人數仍有限。且多數為個別
提供服務，並未達到真正的專業整合。

業生一年內的各種生活適應。
一、轉銜與專業服務的需求
轉銜是一個成果導向的過程，藉此過程
增進身心障礙者從學校踏入成人生活型態的
相關能力，包括社區就業及生活品質的提
昇。轉銜其實是重要的個人適應需求，有人
相信轉銜方案應隨障礙類別而改變；有人認
為轉銜訓練方案應首重個人的行為技能；也
有人認為社區服務才是轉銜方案的重點。
廣義的轉銜是連續的、終身的，同時需
要專業團隊的協助，以個人、家庭為核心，
依身心障礙者個人的能力與需求，設計合宜
的課程、服務、活動、方案等，提供身心障
礙者適宜、適時的生涯規劃與安置。至於轉
銜的內涵則包括自我覺知、生理的變化、家
庭生活、就業工作、經濟需求、旅遊與行動
的獨立性等等。
轉銜服務必須以學生的個別需求為基
礎，考量學生個別的興趣與能力，促進學生
的自我決定能力，積極參與轉銜方案及決策
過程。而有效的轉銜是以學生為中心的過
程，並且可以隨著學生的年級和年齡反應出
不同的發展和教育需求，且須有下列幾個要
素配合：（1）以學生及家庭需求為主的個別
化轉銜計畫。
（2）一定要重視家長的參與。
（3）
學校間與專業間有良好的小組合作。（4）以
社區為本位的職業訓練與就業安置。
轉銜服務牽涉個人從單純的學校生活過
渡到成人生活的多元角色之歷程，對身心
障礙者而言，這種轉變是極大的挑戰。特殊
教育者除尋求與相關專業的合作外，更須
及早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進行生涯規劃，使學
生發揮潛能，順利適應未來成人生活。對轉
銜專業服務的內涵包括：中學後的教育、職
業訓練與就業、成人與繼續教育、獨立生活
和社區的參與。
轉銜服務應設定應為全面性計畫，諸
如：早期規劃、延續性的個別化轉銜計畫、
跨機構合作、整合相關單位、相關課程安排、
社區本位訓練、企業連結、職業安置、人力
持續發展與方案評估等。轉銜成功的因素為
下列三項：
1.身心障礙者因素：本身意願與態度、身心
功能、社會適應能力、家人支持態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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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式可能與其他專業人員合作，但仍與多
專業模式類似，將學生從教育方案中抽離，
接受直接服務，隔離自然環境(Pfeiffer,
1980)。前兩種模式需要的人力較大，花費也
較高(Abelson ＆ Woodman, 1983)。貫專業的
發展主要是改善多專業、及專業間等模式所
存在的缺點：片斷服務，所以她的特徵是完
全整合性的、間接的、以個案的需求為導向
的服務模式(Bergen, 1994)。允許數個專業對
同一對象設定計畫、目標、提供示範、諮詢、
檢視、介入，這種模式經常使用在嚴重的殘
障學生，例如個別化家庭服務計畫（IFSP）
中的個案管理。團隊聯合的重點是放在一起
服務同一個對象，所以由多專業的成員一起
承擔處理的責任。專業發展的方法是由個個
專業間互相分享訊息、技術、個別的經驗，
釋放執行的角色，接受團隊所付予的角色、
責任，甚至訓練小組的其他成員（Orelove &
Sobsey, 1991）。是採取多線式的溝通方式。
貫專業有兩個目標：改善對特殊學生的服務
方式，訓練專業人員的技術超越自己的專業
領域。這種以個案為本位的專業模式的優點
包括：考慮到孩童、家庭、學校的生態系統，
做精確的評估、更正確的安置，分享不同的
觀點，技術協助，加強角色，共同決解問題、
發展、評估計畫方案、提供父母、其他專業
咨詢服務。每一個模式各有其特色，在年齡
較大，非重度障礙者，採專業間團隊模式較
理想。而在制度建立良好之機構中，不同專
業間有相當共識，書面資料齊全，則可採多
專業團隊模式，以非正式、非定期方式交換
訊息(Cook＆Friend, 1991)。而年齡較小之發
展遲緩兒童或重度障礙兒童，較適合使用貫
專業團隊模式進行(Brimer, 1990; Sternberg,
1994)。這三種服務模式在國外的演進從
1970 年代早期開始，特教專業與學校系統的
心理治療師已經認為需要改善對特殊學生的
服務模式，提出對特教學生的咨詢服務
(Adams & Cessna, 1991; Albano, Cox, York, &
York, 1981)。近年來，經過家長團體許多的
努力促使各專業發揮團隊的合作的基本原則
是：
1. 要求學校提供全面性服務以符合特殊學
生的需求，接受特教服務的學生需提供相

國內專業服務的設置方式採取定點服務
及巡迴輔導的兩種方式。而定點服務的方式
有兩種：在縣市或分區的指定學校聘任專職
或兼職相關專業人員，或是教育局分區與醫
院簽訂固定門診時段，學生被帶到指定學校
或醫院接受團隊服務，相關專業人員提供老
師或家長指導、諮詢和協助；各校自行聘任
專職或兼職相關專業人員形成專業團隊。巡
迴的服務可採取三種方式：由縣市或分區內
指定的學校（可能是普通或特殊學校）聘任
專職或兼職相關專業人員，該學校負責協調
巡迴事宜；或不分區，縣市政府教育局聘任
專職或兼職相關專業人員，到縣市內有需要
的學校巡迴輔導；以及由教育局與醫院簽約
，由醫院內的相關專業人員巡迴縣市或區域
內有需要的學校。
而專業團隊運作服務的型態有三種：直
接、間接、諮詢服務。直接服務是由專業團
隊成員對有需要的學生直接進行訓練，教導
所有的學習活動與經驗。間接服務是利用指
導、協助或監督某一重要代表成員、教師、
或學生家長提供對學童所有教育活動之工作
的服務。在這種監督的模式下，專業人員只
要負責評估及設計可由他人執行的訓練計
畫，並定期監督計畫的執行，決定是否要修
改計畫等。而執行計畫者通常不需要很專門
的技術或知識，如助理或學生家長。而對需
求較少的障礙學生，專業團隊的其他成員只
需要提供教師或家長一些課程或教學方面的
諮詢服務既可，如醫療的諮詢或學生學習輔
具的建議等。
三、發展理想的轉銜與專業服務模式
國外的專業服務模式有三種，包括多專
業模式（multidisciplinary model ）
、專業間模
式(interdisciplinary model）、貫專業模式
（transdisciplinary model）。多專業是從醫學
發展出來的模式，由各專業人員分別處理學
童問題。類似單科個別模式，而不同專業的
成員人數越多，會造成對學生的需求越難瞭
解，因為意見多而複雜，甚至有衝突，難以
執行（Yoshida, 1983）
。專業間包含的成員與
多專業類似，而不同的是這個模式的專業成
員有系統地分享評估結果如舉行會議、討論
會、並分享各自發展的計畫(Bailey, 198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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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專業的服務。
2. 所需的服務種類、決策過程由專業團隊共
同來決定，並制訂有文字書寫的個別化教
育計畫(IEP)或個別化轉銜計畫(ITP)。IEP
或 ITP 是由專業團隊所發展出來的，包括
特定的教育目標、教育過程及時間表。
3. 提供父母諮詢服務，及當父母與學校對身
心障礙者安置、教育及轉銜計畫有不同意
見時，需提供申訴及請求協助的管道。
4. 評估由多元化專業共同進行包括至少有
一個教師及其他專業以確保由一群人做
安置及服務的決定。這已經使得由學校教
師做的決定轉移到由專業團隊做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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