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組及協同教

學實施原則(草案)」第5次研商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0年10月7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貳、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參、會議主席：國教署原民特教組蔡組長志明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國教署委託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研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組及協同教學實施原則(草案)」，已據歷次會議

諮詢意見，擬訂原則草案。 

二、為使原則草案待釐清事項更臻明確，爰續邀集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高級中等學校設有集中式特教班代表、教師組織代表、家長團體代

表、各直轄市教育局召開本次會議。 

決定:洽悉。 

柒、討論事項： 

案 由：為研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組及協同

教學實施原則（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檢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組及協同

教學實施原則(草案)(下稱本原則草案)」，如附件一，由國立宜

蘭特殊教育學校就本原則草案目前版本，概要說明訂定要旨、重

點。 

二、建議聚焦討論議題如下: 

(一)本原則草案第4點，有關學校實施分組教學之領域(課程)、科

目，及實施分組教學後有額外增加授課節數者，各類型課程得

增加之授課班級數。(已調查各校108學年度課程實際執行狀

況)。 

 (二)原第6點，有關實習科目分組及協同教學，兩種教學模式合併計

算節數佔學校總排配課時數百分比率刪除(因已於第4點訂定各



校實施分組教學有額外增加授課節數需求之限制；又，教師擔

任協同教學之節數已另明定於第7點，至於設有集中式特教班服

務群科有邀請業師、特殊專才協同教學必要者，亦於第3點第2

項訂定得準用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

各級學校聘任特殊專才者協助教學辦法之規定，後續國教署將

視學校提報課程實施之需求覈實審查)。 

    決  議：修定後本原則草案如附件，部分規定內容請復邀法制專長人員確

認後，再召開定稿會議。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上午11時20分)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組及協同教學實施原則(草案)  
規 定 說 明 108年12月12日會議決議通過版本 

一、為實踐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

量方式實施辦法，協助教育部(以

下簡稱本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

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及特殊教育學

校（以下併稱學校）之身心障礙集

中式特殊教育班實施分組及協同教

學，因應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差異需

求，落實個別化教學，提升特殊教

育品質，特訂定本原則。 

明定本原則之依據、目的及適用對象。 一、為實踐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    

量方式實施辦法，協助教育部主管

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學、國民小

學及特殊教育學校(以下併稱學校)

提升特殊教育品質，因應身心障礙

學生個別差異需求，落實個別化教

學，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分組教學，指以學生為

主體，考量其學習需求及能力，

運用彈性分組，以提升教師教學

品質，並激發學生學習潛能、提

升學生學習效能之教學過程，於

同一授課時段，就班群進行同質

性或異質性分組，各組均有授課

教師。   

前項班群之分組方式，指由二

個以上之班級為分組基礎，進行二

組以上之分組教學；班群之組成，

得為跨班、科、群、學程、年級或

學習階段。 

單科單班、單班多學程無法依

一、定義本原則所稱分組教學意涵。 

二、所稱跨學習階段，係指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所區分之

五個學習階段：國民小學一、二年

級為第一學習階段，國民小學三、

四年級為第二學習階段， 國民小

學五、六年級為第三學習階段，國

民中學七、八、九年級為第四學習

階段，高級中等學校十、十一、十

二年級為第五學習階段。 

三、所稱跨科、群係指技術型高中(或

高級中等學校)職群科別，非學習

科目。 

四、明定單科單班、單班多學程或有其

二、本原則所稱分組教學，指以學生為

主體，考量學習需求與能力，運

用彈性分組，以提升教師教學的

效能，進而發揮學生最大的學習

潛能提升學生學習品質的教學過

程，同一授課時段就班群，進行

同質性或異質性分組，各組各有

授課教師之教學。   

前項班群之分組方式，由二個  

 以上之班級為分組基礎，進行二

組以上之分組教學；班群之組成，

得為跨班級、年級、學習階段、科

或群。 

   單科單班或情形特殊者，經學校特 

附件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31


據前項規定實施分組教學或有其他

特殊情形者，得經學校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討論決議後，再送課程發

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為之。 

特殊教育學校實施前項分組之

審議得免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他特殊情形者(如需跨教育階段實

施團體活動)，無法依據第2項規定

實施分組教學者，其處理程序及方

式。 

五、明定特殊教育學校有第3項之情事

者，逕送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即可實施之規定。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 

   送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亦可為之 

   。 

三、本原則所稱協同教學，指以教師為

主體，藉由特殊教育教師、普通教

育教師、業界專家或特殊專才者之

支援及合作。 

前項業界專家之聘任，準用高

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實施辦法規定辦理；特殊專才者之

聘任，應依各級學校聘任特殊專才

者協助教學辦法規定辦理。 

協同教學團隊之運作，應包括

團隊成員之共同備課、授課、學習

評量與課後專業回饋及其他相關歷

程，且成員均須具授課之實。 

一、定義本原則所稱協同教學意涵。 

二、所稱普通教育教師，指普通教育之

一般類科及專業類科教師。 

三、聘任業界專家準用高級中等學校遴

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規定

辦理。 

四、聘任特殊專才者依各級學校聘任特

殊專才者協助教學辦法規定辦理。 

五、明定協同教學團隊之運作方式。 

三、本原則所稱協同教學，指以教師為

主體，藉由特殊教育教師、普通教

育教師、業界專家及特殊專才之支

援及合作。 

    協同教學團隊之運作，應包括團隊 

    成員之共同備課、授課、學習評量 

    及課後專業回饋與其他相關歷程， 

    且成員均具授課之實。 

四、分組教學之實施原則如下： 

(一)各不同領域課程，應考量各學生

學習時之實際能力，彈性因應。 

(二)學校應妥善規劃與進行學生適性

輔導及親師溝通。 

(三)每組學生人數應以最佳學習效果

一、 明定學校實施分組教學應遵循之

原則。 

二、 明定實施分組教學之領域(課程)

、科目，及實施分組教學後有額

外增加授課節數者，各類型課程

得增加之授課班級數。又，明定

四、分組教學之實施原則如下： 

(一)各不同領域課程，應考量各學生

學習時之實際能力，彈性因應。 

(二)學校應妥善規劃與進行學生適性

輔導及親師溝通。 

(三)每組學生人數應以最佳學習效果



為考量，並參酌教師負擔及其他

因素合理分配。 

(四)以班群分組時，應考量學生個人

意願、性向、相關學習表現能力

與需求，及該學科之學習特性。 

(五)實施分組教學後需額外增加授課

節數者，各類型課程得增加之授

課班級數，規定如下： 

1.國民教育階段之各領域學習課

程，以該班群原班級數之零點

五倍為原則。 

2.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 1）部定必修國語文、英語

文、數學三科目：以該班

群原班級數之零點五倍為

原則。 

（2）專業、實習科目及特殊需

求領域課程：以該班群原

班級數之一倍為原則。 

（3）彈性學習時間：以該班群

原班級數之零點五倍為原

則。 
學校因特殊情形，經報本部核准

者，得不受本款各目之限制。 

(六)分組人數，每班人數以不超過原

例外情形之處理方式。 

三、 明定各教育階段學校實施分組教

學之人數，及例外情形之處理方

式。 

為考量，並參酌教師負擔及其他

因素合理分配。 

(四)以班群分組時，應考量學生個人

意願、性向、相關學習表現能力

與需求，及該學科之學習特性，

進行分組。 

(五)分組後有增加授課班級數之必要

者，其增加之班級數，以該班群

原班級數之零點五倍為原則；單

班者，得增加一倍。 

(六)分組人數，每班人數以不超過原

核定之班級人數為原則；各階段

分組之每組人數，不得低於下列

人數。但情形特殊，得調降人數

：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六人。 

 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五人。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四人。 



核定之班級人數為原則；各教育

階段分組之每組人數，不得低於

下列人數： 

 1、高級中等教育階段：六人。 

 2、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五人。 

 3、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四人。 

學校因實施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實習科目或情形特殊者，經報本

部核准者，得調降分組人數。 

 

五、協同教學之實施原則如下： 

(一)應考量教師之能力、興趣及專長

。 

(二)協同教師應共同規劃及執行學生

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課程。 

明定學校實施協同教學應遵循之原則。 五、協同教學之實施原則如下： 

(一)應考量教師之能力、興趣及專長

。 

(二)協同教師應共同規劃及執行學生

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課程。 

  (三)協同教學同一節課由二以上成員 

      進行同一班學生授課時，該節課 

      之授課節數，至多採計二節。 

 刪除 

 

六、實習科目之分組及協同教學，兩種 

    教學合併計算其佔總排配課時數， 

    以不超過50%為原則。 



六、教師擔任協同教學之節數，其核算

方式如下： 

(一)採全學期授課者，得列計教師 

之教學節數；非採全學期授課 

者，依個別教師實際教學節數 

，核實支給鐘點費。 

(二)同一班級之同一節課由教師二人 

以上進行協同教學時，該節課至 

多採計教師二人之教學節數各一 

節。 

(三)教師進行協同教學屬得列計其教 

學節數者，每人每週以六節為限 

一、明定教師擔任協同教學之節數核算

方式。  

二、依據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及國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教師每週教

學節數標準第十一條特殊教育教師

以協同教學方式授課者，其教學節

數核算方式如下：  

(一) 全學期協同授課教師，得分

別列計各教師之教學節數，

每人每週以六節為限。  

(二) 非全學期協同授課教師，依

個別教師實際教學節數，核

實支給鐘點費。  

 

八、教師擔任分組及協同教學之節數，

其核算方式如下： 

(一)全學期授課教師，得列每週基本

教學節數。 

(二)全學期協同授課教師，得分別列

計各教師之教學節數，每人每

週以六節為限。 

  (三)非全學期協同授課教師，依個別 

      教師實際教學節數，核實支給鐘 

      點費。 

七、學校實施分組及協同教學，其課程

、教材、教學進度、教學方法 及

評量方式，應註記於學校課程計畫

。 

明定學校實施分組、協同教學者，應於

課程計畫註記。 

七、學校實施分組教學及協同教學，其 

課程、教材、教學進度、教學方

法評量方式，應於學校課程計畫

註記。 

八、學校應依本原則，訂定分組及協同   

    教學之相關補充規定。 

明定學校應依本原則訂定補充規定。 九、依本原則第三點聘任特殊專才者， 

    依各級學校聘任特殊專才者協助教 

    學辦法規定辦理。 



  十、依本原則第三點聘任業師協同教 

    學，應依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 

    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 

  十一、學校應依本原則，訂定分組及協 

      同教學之相關補充規定。 

 


	研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組及協同教學實施原則(草案)」第5次研商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0年10月7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貳、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參、會議主席：國教署原民特教組蔡組長志明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國教署委託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研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組及協同教學實施原則(草案)」，已據歷次會議諮詢意見，擬訂原則草案。
	二、為使原則草案待釐清事項更臻明確，爰續邀集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高級中等學校設有集中式特教班代表、教師組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各直轄市教育局召開本次會議。
	決定:洽悉。
	柒、討論事項：
	案 由：為研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組及協同教學實施原則（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檢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組及協同教學實施原則(草案)(下稱本原則草案)」，如附件一，由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就本原則草案目前版本，概要說明訂定要旨、重點。
	二、建議聚焦討論議題如下:
	(一)本原則草案第4點，有關學校實施分組教學之領域(課程)、科目，及實施分組教學後有額外增加授課節數者，各類型課程得增加之授課班級數。(已調查各校108學年度課程實際執行狀況)。
	(二)原第6點，有關實習科目分組及協同教學，兩種教學模式合併計算節數佔學校總排配課時數百分比率刪除(因已於第4點訂定各校實施分組教學有額外增加授課節數需求之限制；又，教師擔任協同教學之節數已另明定於第7點，至於設有集中式特教班服務群科有邀請業師、特殊專才協同教學必要者，亦於第3點第2項訂定得準用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各級學校聘任特殊專才者協助教學辦法之規定，後續國教署將視學校提報課程實施之需求覈實審查)。
	決  議：修定後本原則草案如附件，部分規定內容請復邀法制專長人員確認後，再召開定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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