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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建構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專業能力指標，並分析指標

權重。首先整理相關文獻歸納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能力內涵作

為建構指標的基礎，再邀請七位學者專家檢視指標架構及內容的合宜性與完整

性，並依據渠等建議編製成研究工具，提供 19 位學者專家以「模糊德菲法」

篩選出適切的專業能力指標，最後再以「層級分析法」求得專業能力指標的

相對權重值。本研究結論包括：一、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架構與內

涵可分為四個層面、11 個次層面、49 個指標。二、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

力指標的四個層面權重，由高至低，分別為專業倫理（30.4%）、溝通與支援

（27.2%）、課程與教學（22.2%）、鑑定與評量（20.2%）。三、學前特教巡

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四個層面下，各次層面權重值最高者分別為：課程與教學

層面的教學實務、溝通與支援層面的與其他教師合作、鑑定與評量層面的鑑定

評量實務，以及專業倫理層面的專業責任。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一、學前特教巡迴教師應兼顧四個專業層面的能力；二、運用本研究建構的指

標檢核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三、系統性規劃特教巡迴教師職前訓練課

程，以及在職訓練課程；四、建立各項指標的檢核重點，以提高指標的實用價

值；五、運用結構方程模式進行指標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效度考驗。

關鍵詞： 能力指標、層級分析法、模糊德菲法、學前特教巡迴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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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臺灣透過法律保障身心障礙學生獲得

不受隔離及在普通班級中接受特殊教育的服

務，例如：《特殊教育法》指出，讓學生在

最少限制環境下，以就近入學為原則接受所

需教育，其施行細則也規定學前教育階段身

心障礙兒童應與普通兒童一起就學為原則。

近 10 年特殊教育朝融合教育的方向發展，

融合教育儼然成為特殊教育的代名詞（蔡昆

瀛，2009）。特教統計年報指出，104 學年

度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幼兒共計 15,649
人，其在一般幼兒園或機構中接受巡迴輔導

的特殊幼兒人數計 10,180 人，占 65.81%，

人數最多。學前特教教師共計 848 人，均為

身心障礙類教師，巡迴輔導教師計 497 人，

其中 381 人為正式編制的特教合格教師；

116 人為代理教師，其中特教合格教師 43
名，一般合格教師 22 名，不具教師資格者

51 名。學前特教合格教師（381+43）占學

前巡迴輔導教師的 85.3%。資料顯示，愈來

愈多身心障礙幼兒進入普通班就學，而普通

班的教保服務人員（以下簡稱教保服務人

員）是否具備特教專業知能則成為推動融合

教育的首要關鍵。學前融合班需同時考量身

心障礙幼兒與一般幼兒的教保需求，因此課

程教學、保育照顧、環境規劃、班級經營與

行政協調等都需要有所調整，以確保身心障

礙幼兒及一般幼兒都能接受適切的照顧。

教保服務人員無法靠自己的專業知能

滿足各類身心障礙幼兒需求，故透過外在資

源協助推動融合教育，已成為重要方式，

而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簡稱特教巡迴

教師）則是提供特教專業支援與資源的主

要人力之一。盧明（2011）、Dinnebeil 與
McInerney（2008）認為，透過外在資源可

以協助教師減少工作負擔、加強對身心障礙

幼兒的關照，並對班級經營產生正向影響。

可見，特教巡迴教師的成功介入是帶領融合

教育邁向更完善制度的重要推手之一（張小

芬，2006）。教育部在 2003 年推動「學前

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實施方案」，擴大提供學

前特殊教育服務量，各縣市也陸續設置學前

特教巡迴教師，對身心障礙幼兒進行直接教

學，並提供家長諮詢、入班觀察、教師諮詢

服務、商討教學策略、擬定與執行個別化

教育計畫（Individual Educational Program, 
IEP）、與行政人員和專業團隊溝通合作等，

是一種結合直接教學及合作諮詢輔導的工作

模式（張小芬，2006；陳享連、鐘梅菁，

2010；盧明，2011）。

特教巡迴教師既然是提供特教專業支

援的人力，面對身心障礙類別差異性大、障

礙程度不同的學生，須擁有足夠的專業能

力，才能勝任輔導工作。但學前特教巡迴

輔導師資多由特殊教育系開設學前特教學

程，其學程中並未規劃完整且系統的特殊教

育巡迴輔導課程，因此特教教師既可以在學

校任教，也可以擔任巡迴輔導教師（王天

苗，2003a；教育部，2012）。特殊教育包

含 13 種身心障礙類別，師資培育機構無法

要求學生修畢所有特教類別的課程，因此所

培育出來的特教巡迴教師未必能充分了解各

類身心障礙幼兒的特質與教育需求。洪榮照

（2011）與教育部（2012）指出，目前學前

特教師資培育課程規劃無法因應實際教學輔

導模式的需求，因此特教巡迴教師對學生輔

導、教師諮詢、特殊教育方案等服務方式並

��熟稔，其教學輔導能力及效果易受到質疑。

相關研究也指出，專業能力不足是特教巡迴

教師備感困擾的問題（廖永堃、蔣明珊，

2006；Lynch & McCall, 2007），而學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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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教師自認為較缺乏的能力，包括了解並實

際參與特殊學生鑑定工作、妥善處理特教學

生問題行為，以及有系統地統整課程並教給

學生（陳明聰、王欣宜，2014）。

在臺灣，由於職前訓練無法完整培育

特教巡迴教師實際工作所需的能力，故透過

在職訓練或教師專業發展便成為提升專業知

能的重要途徑。本研究目的有二：一、探究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內涵；二、建構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系統並分析

指標權重。根據所建構的指標及權重引導特

教巡迴教師依序規劃專業發展方向或研習課

程，以彌補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不足之

處，進而提供高品質的巡迴輔導服務。

文獻探討

一、特教巡迴教師的角色職責

巡迴輔導是因應融合教育發展出來的

方案，既是連續性安置中最符合融合教育的

安置模式，也是最常見的支援方式（蔡昆

瀛，2009；盧明，2011）。學前特教巡迴

輔導是透過支援教保服務人員教學、提供諮

詢服務，並參與身心障礙幼兒各項評量，使

教保服務人員有能力協助並接納身心障礙幼

兒，使其獲得最佳的學習品質並適應普通班

級的教育環境（王天苗，2003a；教育部，

2011；陳享連、鐘梅菁，2010；Dinnebeil 
& McInerney, 2008）。因特殊教育的推展使

特教巡迴教師服務內容漸漸多元，服務對象

也從學生延伸至學校和家庭。特教巡迴教師

的角色職責可歸納如下：

（一）�教學教練者：特教巡迴教師主要協助

幼兒園普通班的教保服務人員，提供

身心障礙幼兒個別指導、小組討論或

與教保服務人員合作教學，運用適切

的教材教具，協助身心障礙幼兒連結

過去知識及經驗，建立其認知、社交

技巧、語文閱讀、口語表達等能力，

並幫助身心障礙幼兒參與普通班的課

程，協助其適應普通班的學習及生

活（汪慧玲、沈佳生，2012；楊美

凌、賴美智、易曼，2005；Dinnebeil 
& McInerney, 2008; Foster & Cue, 
2009）。

（二）�評量觀察者：特教巡迴教師將觀察身

心障礙幼兒學習與生活表現的紀錄，

以及教保服務人員觀察記錄身心障礙

幼兒日常表現的資料，進行整體性的

研判，以評估 IEP 執行的結果，以

及後續可提供的支援服務。同時，也

將觀察紀錄與評量的結果提供給其他

特教專業人員，作為教育診斷的依據

（汪慧玲、沈佳生，2012；Dinnebeil 
& McInerney, 2008; Foster & Cue, 
2009; Lynch & McCall, 2007）。

（三）�諮詢輔導者：特教巡迴教師除了是

教保服務人員的諮詢者（Dinnebeil 
& McInerney, 2008），也應協助教

保服務人員提供家長特殊教育的諮詢

輔導，使其了解身心障礙幼兒的發展

情形與學習特質，並幫助家長以正面

的態度對待身心障礙幼兒，提供教養

及申請輔具等資訊，進而配合教保服

務人員與特教巡迴教師的建議，共

同協助身心障礙幼兒發展（汪慧玲、

沈佳生，2012；楊美凌等，2005；
Foster & Cue, 2009; Kluwin, Morris, 
& Clifford, 2004; Lynch & MCcall, 
2007）。

（四）�服務協調者：特教巡迴教師在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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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幼兒、家長、教保服務人員和

學校間，扮演溝通聯繫與協調合作

的重要角色（王天苗，2003b；蔡昆

瀛，2009；Foster & Cue, 2009）。

Dinnebeil 與McInerney（2008）認為，

特教巡迴教師需與其他特教專業團體

協調，包含安排轉銜教育、協調特教

專業服務事務、尋求社會資源以支持

身心障礙幼兒及其家長。因此，協調

教保服務人員、學生、家長與相關

專業人員並搭建溝通橋梁，擔任歧見

的協調者，並結合各類專業人員進

行服務，也是特教巡迴教師應具備

的專業職責（王天苗，2003a；李重

毅，2005；張小芬，2006；黃嘉紋，

2008）。

二、�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的
層面、次層面與能力指標

專業能力的培育需要有系統且經過長期

訓練而得，而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是不同教育

領域與階段努力的目標。學前特教巡迴教師

應具備的專業能力說明如下。

（一）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知能分析

1. 特殊教育教師需具備的專業知能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2006）所建

構的特教教師專業標準，包含專業基本素

養、敬業精神與態度、特教專業知識、特殊

需求學生鑑定與評量、課程設計與教學、班

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等七個向

度。教育部（2016b）公布《中華民國教師

專業標準指引》，包括專業知能及專業態度

兩個向度，專業知能涵蓋教育基礎理論、學

科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識、教學實踐能力、學

習者的差異與需求、學習環境等；專業態度

涵蓋教育的專業責任及倫理、持續性專業發

展，以及與家長及社區之間的夥伴關係。美

國特殊兒童委員會（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CEC）（2015）指出，初任特殊

教師的標準包括：理解學習者的發展和個別

學習的差異；規劃安全、具包容性，以及回

應文化的學習環境；運用一般性和特殊性的

課程知識促進學生學習；使用多元評量方法

協助教育決定；教學策略須以證據為基礎以

促進個體學習；專業發展和專業倫理；與家

庭、其他教育者、相關服務提供者，以及社

區機構合作，以滿足學習者的需要。美國國

家教學專業標準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NBPTS）
（2010）提出特教教師應具備有效教學實踐

的基礎、學生的學習與發展，以及學習社群

的角色與實踐三個層面的知能。

鐘梅菁、江麗莉、陳清溪與陳麗如

（2009）以因素分析提出學前特教教師專

業評鑑規準，包括專業合作、教學經營、

課程設計、個別化教學等因子；陳偉仁、

陳明聰與胡心慈（2014）認為，特殊教育

教師專業標準包括專業知能、專業實踐及

專業投入三個層面。Shelton 與 Pollingue
（2009）編訂《特教教師實務工作手冊》

（The Exceptional Teachers Handbook: The 
First-year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Guide 
for Success），將特教教師專業區分為專業

學習、專業責任、課室管理及教學知能四個

面向，以作為自我檢核是否達成目標的參

考。

2. 特教巡迴教師需具備的專業知能

特教巡迴教師屬特教教師的一環，其

專業訓練除了結合特教理論知識與實務經

驗外，還應具備輔導專業的知識、諮詢溝

通的技能與協調整合的能力（Dennebeil 
& McInerney, 2008）。Luckner 與 Ho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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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訪談 25 位巡迴教師，這些教師一

致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是提供家長和教師諮

詢，此外擬訂 IEP 協助學生發展自我提升

技能、了解閱讀和語言教學的一般性課程、

解決輔具使用問題、維持良好的人際互動

與溝通，以及行政支持等，也是重要的工

作。Sadler（2003）認為，學前特教巡迴教

師需具備的能力，包括提供新的教學並引導

家庭參與優質的計畫；依據幼兒需求每年設

定 IEP 目標；擬定與兒童、家庭及學校相關

的教學計畫與目標；在社會設定的目標下，

循序漸進地教導技能。Nanda（2008）提出

特教巡迴教師必要的一般能力，例如：時間

管理、獨自旅行，以及專業能力，包括教學

實踐、溝通合作、觀察記錄與評量、行政支

援與統整等四個層面的能力。Susan 與 Katie
（2009）認為，特教巡迴教師需具備的七項

工作任務，包括課程與教學、與教保服務人

員和學校其他人員合作、評量、行政工作的

聯繫、家長溝通與支持、輔具使用的引導與

建議、專業倫理與發展。

張小芬（2006）以問卷調查及訪談結果

提出特教巡迴教師應充實特教知能，具備診

斷、測驗、評量的能力、諮商輔導的能力、

精熟普通班課程與實務教學經驗，擁有協調

能力，善於與學校教師及專業人員合作，以

及熟悉相關法令；黃嘉紋（2008）研究指出，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在特教知能、教學知能、

班級經營、溝通協調四大層面有專業成長的

需求；葉劉蕙（2009）認為，學前特教巡迴

教師應具備個別化教育計畫、諮詢服務、課

程教學、鑑定與評估以及親職教育等五項專

業能力。

由上述文獻可知，特教教師與特教巡

迴教師在專業領域應具有相同的知能，包括

皆須具備一般教育專業與特殊教育的專業知

能，也需具備課程教學、鑑定評量、溝通協

調等教學實務能力，以及表現應有的專業倫

理與持續性的專業成長。在教學實務上，特

教教師與特教巡迴教師兩者差異之處在於，

特教教師多有自己專屬的班級，故其為學生

的主要照顧者、是教學執行與班級經營的引

導者、是學生發展與學習表現的評量者，也

是親師溝通的促進者；特教巡迴教師則是在

不同學校間巡迴，提供身心障礙幼兒輔導服

務，因此是教保服務人員的支持者，協助其

了解身心障礙幼兒的行為表現與學習特質並

處理相關問題，協助與家長溝通並提供家長

有關身心障礙幼兒的教養資訊，與學校行政

人員以及其他專業人員合作，協助進行身心

障礙幼兒的評量鑑定工作，使身心障礙幼兒

能獲得適性的教育。從文獻發現，不同研究

者對於特教教師與特教巡迴教師需具備的專

業知能，分類概念的範圍大小不同且分類用

詞抽象程度不一，故本研究彙整文獻提出特

教教師與特教巡迴教師需具備課程與教學、

溝通與協調、鑑定與評量及專業倫理等四個

層面的專業能力。

（二）�學前特教巡迴教師之能力層面與能力

指標

特教巡迴教師需協助教保服務人員指導

身心障礙幼兒學習、協助評估其學習表現並

提供相關諮詢和資訊，故其在四個層面下應

具備不同次層面的能力說明如下：

1. 課程與教學

特教巡迴教師應了解特殊兒童發展及

學習特質，據以規劃課程、執行教學並進行

輔導；此外，有學者主張也應了解一般兒童

發 展（CEC, 2015; Dinnebeil & McInerney, 
2008），如此將有助於促使身心障礙幼兒

和一般幼兒合作。因此，了解課程設計原

理、準備課程計畫、訂定課程目標、選擇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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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教學策略讓學生容易理解、提供輔具與

教材教具、掌握學生學習歷程並進行評量、

提供安全與正向的學習環境，注意身心障

礙幼兒的醫護知識，並依據幼兒學習的個

別差異實施個別化教學（教育部，2016b；
黃嘉紋，2008；楊美凌等，2005；Dempsey 
& Dally, 2014; NBPTS, 2010; Susan & Katie, 
2009），都是應具備的能力。歸納上述，

特教巡迴教師在課程與教學層面下，應具備

特殊教育知能、幼兒教育知能及教學知能三

個次層面的能力，包括了解一般幼兒與身心

障礙幼兒發展、需求以及學習特質的差異，

進而設計課程活動、安排學習情境、擬定

IEP，協助身心障礙幼兒適應普通班級的學

習與生活等 17 項指標。

2. 溝通與協調

文獻指出，特教巡迴教師應與教保服

務人員維持良好的溝通與合作，並協助其解

決問題（王天苗，2003a；張小芬，2006；
黃嘉紋，2008；楊美凌等，2005；Correa-
Torres & Howell, 2004; Dempsey & Dally, 
2014; Dinnebeil & McInerney, 2008; Keeffe 
& De George-Walker, 2010; NBPTS, 2010; 
Shelton & Pollingue, 2009）；與家長維持良

好的溝通，並提供諮詢服務，協助尋找必要

資源（黃嘉紋，2008；楊美凌等，2005；
鐘梅菁等，2009；Correa-Torres & Howell, 
2004; Dinnebeil & McInerney, 2008; Kluwin 
et al., 2004; NBPTS, 2010）；與特教專業人

員溝通並建立合作關係（張小芬，2006；
黃嘉紋，2008；楊美凌等，2005；Correa-
Torres & Howell, 2004; Keeffe & De George-
Walker, 2010; Shelton & Pollingue, 2009）。

可見，特教巡迴教師應具備與其他教師、家

長以及相關專業人員三個次層面的溝通協調

能力，包括建立合作關係與溝通平台作為支

援教學、協助轉銜、提供情感支持、專業諮

詢，以及與特教專業人員合作提供整合性服

務等 19 項指標。

3. 鑑定與評量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應了解評量的理論、

方式、使用時機與限制，以正確使用評量工

具，並運用評量結果檢視身心障礙幼兒的

發展情形與學習表現，作為教育決定與安

置服務的基礎（王天苗，2003b；張小芬，

2006； 教 育 部，2016b； 黃 嘉 紋，2008；
葉 劉 蕙，2009； 鐘 梅 菁 等，2009；CEC, 
2015; Dempsey & Dally, 2014; Dinnebeil 
& McInerney, 2008; NBPTS, 2010; Sadler, 
2003; Shelton & Pollingue, 2009）。因此，

特教巡迴教師需具備評量知識與評量實務二

個次層面的能力，包括蒐集、分析身心障礙

幼兒發展、學習資訊與能力表現，進行鑑

定、評估與再教育的決定等指標。

4. 專業倫理

專業倫理是引導專業人員的行為準則，

教育部（2016b）、鐘梅菁等人（2009）、

CEC（2015）、NBPTS（2010）、Shelton
與 Pollingue（2009）認為，在專業領域上

保持新知是特教教師應有的態度，並可透

過教學省思、與其他專業人員互相交流達

成專業成長。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在輔導身心

障礙幼兒時，需顧及並保護幼兒、尊重家長

及其家庭的隱私，並尊重家長的決定權（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2015，葉劉蕙，2009；
Dempsey & Dally, 2014; Luckner & Howell, 
2002），此為特教教師與學前特教巡迴教師

皆需具備之專業責任。可見，專業倫理層面

包含專業成長與專業責任二個次層面的能力

及其下 12 項指標。持續性的自我充實與學

習成長，有助於提升對身心障礙幼兒服務的

品質；專業責任則可掌握處理事情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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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成個人工作及團體目標。

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一）模糊德菲法

德菲法是以專家知識為基礎並兼具質性

與量性的研究方法，但使用上有許多限制，

因此，Murray、Pipino 與 Gigch（1985）結

合模糊理論與德菲法，利用語意模糊變數來

解決傳統德菲法模糊性的問題（吳政達，

2008；葉晉嘉、翁興俐、吳濟華，2007）。

Ishikawa 等人（1993）認為，模糊德菲法可

以合併研究中的模糊情形、減少調查次數、

項目的語意結構是清晰的，以及可說明個別

專家的特質。

以德菲法作為調查方法樣本數 10 至 15
人即足夠，當參與人數超過 10 人時，可降

低成員之間的誤差並提升可信度（王文科、

王智弘，2009；鄧振源，2005）。本研究

以模糊德菲法為研究方式，並邀請 20 位學

者專家填寫一次問卷即可完成的模糊德菲法

調查，一方面解決受訪者語意模糊的問題，

並提高學者專家填答意願，以及降低傳統德

菲法多次書信往返所造成的填答者流失的現

象；另一方面則降低學者專家填答的誤差，

以提高研究信度。20 位學者專家中，有一

位學者專家因填答資料不完整遭刪除，共計

有效回收 19 份問卷。19 位學者專家的背景

可歸納為學者、實務工作者（包含前特教巡

迴教師與普通班教師），以及特殊教育行政

人員等三類委員，包括四位任教大學特教系

的教授，具有學前特教、融合教育與幼兒評

估之專長，兩位幼教系教授均具有特教專長

並擔任國民教育幼兒班的巡迴輔導教授；七

位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均為正式教師，且都有

三年以上巡迴輔導工作經驗，其中四位老師

具有幼兒園普通班的教學經驗，分別任職於

基隆市、新北市、苗栗縣、彰化縣、高雄市、

屏東縣，以及臺東縣；以及六位特殊教育行

政人員，包括臺北市及苗栗縣特教資源中心

的主任，其中一位主任具有幼兒園教學經

驗，臺中市與彰化縣特教資源中心的教師，

一位國小校長具有特殊教育的背景，以及一

位臺南市教育局特幼教育科科員，渠等對學

前特教巡迴輔導工作有相當的經驗。

（二）層級分析法

層級分析法是一種決策分析的方法，主

要結合學者專家的主觀看法以及量化分析的

客觀技術，將複雜問題的決策思維模型化、

數量化（吳政達，2008；葉連祺，2005）。

透過各指標間兩兩相互比較建立成對比較

（pairwise comparison）矩陣，再求出各因

素之間的特徵向量，以決定不同指標權重

值，最後根據權重值高低進行決策判斷。當

評估方案資訊愈充足，決策錯誤的風險就愈

低（鄧振源，2005）。本研究以模糊德菲法

調查相同的 19 名學者專家填寫層級分析調

查問卷，回收 19 份。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首先依據文獻分析結果擬定學前

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的初稿，包括四

個層面、10 個次層面、57 個指標，再邀請

五位具有學前特教、學前融合教育、特殊教

育行政等專長且任教於大學特教系或幼教系

的學者，以及兩位具有三年以上巡迴輔導工

作經驗的學前特教巡迴教師（與模糊德菲法

成員不同），協助審視指標架構及內容的合

宜性與完整性。彙整學者專家意見並檢視原

指標，認為學前特教巡迴教師主要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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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身心障礙幼兒，故具備特殊教育知能是提

供身心障礙幼兒教育服務的基本能力，除了

提供教保服務人員課程與教學建議外，也需

要連結特教專業人員提供諮詢服務並與家長

合作，共同協助身心障礙幼兒適應普通班級

的生活。修正後指標架構包括四個層面、11
個次層面、51 個指標，修正內容如下：

（一）指標架構修正

課程與教學層面包含特殊教育知能（七

項指標）、幼兒教育知能（三項指標），並

將教學知能修正為教學實務（七項指標）等

三個次層面。溝通與協調層面修正為溝通與

支援，包括與其他教師合作（五項指標）、

與家長合作（五項指標）、與專業人員合作

（四項指標），並新增行政支援（三項指

標）等四個次層面。鑑定與評量層面有評量

知識與評量實務二個次層面，因審視委員認

為鑑定和評量意義不同，且進行時間也不相

同，故將次層面改為鑑定評量知識（四項指

標）與鑑定評量實務（五項指標）。專業倫

理層面維持專業成長（五項指標）與專業責

任（四項指標）二個次層面。

（二）指標內容修正

指標內容修正可歸納為六種情形：1. 語
詞修正：例如將「具備擬定 IEP 的能力」修

正為「具備設計 IEP 的能力」。2. 補充說明：

例如將「將學習嵌入於每日例行活動中」修

正為「將學習融入每日多元活動的能力（每

日例行活動、團體活動、小組活動）」，或

將「依評量結果了解身心障礙幼兒的優弱勢

能力」修正為「依評量結果分析身心障礙幼

兒的優弱勢能力與特殊需求」。3. 意涵調

整：例如將「設計相關課程的能力」調整為

「了解學前特殊教育課程理論與實務」、

「了解各專業團隊成員的專長」調整為「能

適當轉介身心障礙幼兒給特殊教育相關專業

人員」。4. 指標合併：例如將「提供身心障

礙幼兒家長必要的資源服務」及「鼓勵家長

參加特教社福團體」合併成「提供身心障礙

幼兒家長必要的支援服務」。5. 重新歸類：

例如將「協助幼兒園申請特教經費」、「協

助轉銜相關事宜」，以及「協助幼兒園申請

專業團隊入園服務」等三個指標移至行政支

援次層面下。6. 刪除指標：例如將「推動特

殊教育宣導活動」、「辦理特殊教育專業知

能研習等業務」及「建立特殊教育資訊交流

平台」等非巡迴輔導教師工作範疇刪除。

依據修正後的指標架構與內容編製「學

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模糊德菲法調

查問卷」，採 Likert 五點量表形式，供學者

專家勾選每個指標的適宜程度，「1」表示

「非常不適宜」至「5」表示「非常適宜」。

經模糊運算結果刪除不適切指標，再編製成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權重調查

問卷」作為學者專家評定指標間相對權重的

資訊，以建立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

標權重系統。

三、資料處理

葉重新（2009）指出，學者專家對問卷

各試題勾選適合者，占全體人數 80% 以上，

可說明該問卷具有效度。本研究將七位學者

專家勾選「適用」與「修正後適用」百分

比加總高於 80% 者，予以原題目保留或修

正後保留；低於 80% 則刪除。接續以 Excel 
2007 版進行模糊德菲法資料分析，首先進

行專家意見整合並以 Max-Min 法計算每項

指標的三角模糊數之隸屬函數。假設某專

家設定第 n 個指標的三角模糊數為 Wn=(an, 
bn, cn )，則整合 m 位專家在第 n 個指標的

三角模糊數之隸屬函數為 Wn=(Min1
m{an},            

m   ∏ 1
m bn ,��Max1

m{cn})。 依 Chen 與 H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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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提出的方法求取各指標三角模糊

數的總值（ ），並以

此值作為專家對指標評定量尺的共識；其次

設定三角模糊數總值之門檻值作為篩選指標

的依據，指標總值高於門檻值則選入指標系

統，低於門檻值則刪除。

層級分析法是以指標間兩兩比較的方式

建立成對比較矩陣，若有 N 個指標則需進行

N(N-1)/2 次成對比較。本研究依據專家判斷

具遞移性（transitivity）的假定，將學者專家

填答不完整的成對比較矩陣轉化為完整的成

對比較矩陣，遞移性需滿足αij×αjk=αik (
i,j,k)，且 αij=1 ⁄ αji 的關係。成對比較矩陣

A 及 n 次元向量 χ 與常數 λ 之間的關係為

Aχ=λχ；(A-λI)χ=0，求出λ為特徵值，

χ 為特徵向量，特徵向量即為 n 個項目的優

勢權重（鄧振源，2005）。本研究以專家決

策軟體（Expert Choice）進行數值分析，求

取各層面—次層面—指標的相對權重值。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模糊德菲法分析結果

本研究以「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

力指標模糊德菲法調查問卷」蒐集專家學者

意見，並以較不受極端值影響的幾何平均

數進行專家意見整合（吳政達，2008），

以求取三角模糊數的隸屬函數，再解模糊化

（defuzzification）取得模糊集合的明確值，

並設定 0.6 為篩選門檻值，凡總值低於 0.6
者則刪除該項指標。經分析後，特殊教育知

能次層面的「具備製作特殊教育教材教具的

能力」、行政支援次層面下的「協助幼兒園

申請經費」，以及專業責任次層面的「作為

身心障礙幼兒及其家庭的倡護者」三項未達

到 0.6 的門檻值。理論上，製作特殊教育教

材教具的能力是特教老師重要的專業能力，

但實務上，坊間已有許多為身心障礙幼兒設

計的教材教具，特教老師只要慎選適合的教

材教具即可，不需自己製作教材教具，而協

助申請特教經費以及為身心障礙幼兒及其家

庭倡護兩項指標，並非特教巡迴教師主要的

工作項目，經專家意見整合後並未達到最低

共識程度故予以刪除，使總指標數減為 49
項，如表一。

二、指標權重分析

運用專家判斷具有遞移性的假定，將

填答不完整的成對比較矩陣轉化為完整的成

層面—次層面—指標 三角模糊數 總值

課程與教學層面

特殊

教育

知能

1. 了解身心障礙幼兒發展與學習特質 (0.6,0.86,1) 0.78
2. 了解身心障礙幼兒特殊需求 (0.6,0.85,1) 0.77
3. 了解學前特殊教育課程理論與教學實務 (0.4,0.82,1) 0.71
4. 具備設計 IEP 的能力 (0.4,0.84,1) 0.72
5. 了解輔導身心障礙幼兒特殊行為與情緒問題的技巧 (0.6,0.85,1) 0.77
6. 了解身心障礙幼兒基本的保健及醫療常識 (0.4,0.62,1) 0.62
7. 具備製作特殊教育教材教具的能力 (0.2,0.64,1) 0.59*

表一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之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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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次層面—指標 三角模糊數 總值

課程與教學層面

幼兒

教育

知能

1. 了解兒童身心發展理論與教學原理 (0.4,0.79,1) 0.70

2. 了解幼兒教育課程發展模式 (0.2,0.68,1) 0.61

3. 了解幼兒輔導的理論與技巧 (0.4,0.72,1) 0.66

教學

實務

1. 依幼兒學習的個別差異，實施個別化教學 (0.6,0.86,1) 0.78

2. 將學習融入每日多元活動的能力（每日例行活動、團體活

動、小組活動）

(0.6,0.88,1) 0.79

3. 依身心障礙幼兒發展及需求，選擇適當教材與教學策略 (0.6,0.87,1) 0.78

4. 掌握身心障礙幼兒學習歷程，建議及示範調整學習環境、

課程內容與評量方式的能力

(0.4,0.84,1) 0.72

5. 幫助身心障礙幼兒在普通環境中參與社會互動的能力 (0.2,0.78,1) 0.66

6. 參與普通班課程教學時，提供幼兒適切的協助與鷹架（如

動作示範、部分提示等）

(0.4,0.79,1) 0.70

7. 能依幼兒個別需求，建議及在教學中示範運用科技輔具 (0.4,0.72,1) 0.66

溝通與支援層面

與其他

教師

合作

1. 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教學輔導策略 (0.4,0.82,1) 0.71

2. 提供教保服務人員及行政人員特教諮詢服務 (0.6,0.85,1) 0.77

3. 與教保服務人員及行政人員維持良好的溝通 (0.6,0.87,1) 0.78

4. 在合適且需要時，與教保服務人員進行協同教學 (0.2,0.69,1) 0.61

5. 能傾聽教保服務人員與行政人員的需求及問題 (0.4,0.77,1) 0.69

與家長

合作

1. 提供身心障礙幼兒家長必要的支援服務資訊（醫療、就學、

社會資源等）

(0.6,0.85,1) 0.77

2. 提供家長特殊教育的諮詢服務 (0.4,0.82,1) 0.71

3. 能與家長維持良好的溝通，建立互信關係 (0.2,0.76,1) 0.65

4. 能傾聽身心障礙幼兒家長的需求及問題 (0.2,0.75,1) 0.64

5. 關懷身心障礙幼兒家庭，提供家長適當的精神支持 (0.2,0.71,1) 0.62

與特教

專業人

員合作

1. 能適當轉介身心障礙幼兒給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0.2,0.70,1) 0.62

2. 能與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協同進行相關療育服務 (0.2,0.75,1) 0.64

3. 能與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持續溝通，建立合作關係 (0.6,0.81,1) 0.76

4. 整合特殊教育專業人員建議，提供教保服務人員及家長參考 (0.6,0.82,1) 0.76

行政

支援

1. 協助幼兒園申請特教經費 (0.2,0.60,1) 0.57*

2. 協助轉銜相關事宜 (0.4,0.83,1) 0.72

3. 必要時，協助幼兒園申請專業團隊入園服務 (0.2,0.60,1) 0.61

表一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之篩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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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較矩陣，並以專家決策軟體求取「學

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各層面—

次層面—指標的相對權重值。經分析發現，

以專業倫理層面的權重值最高，占 30.4%，

其次依序為溝通與支援層面占 27.2%、課

程與教學層面占 22.2%、鑑定與評量層面

占 20.2%。課程與教學層面下，三個次層

面權重值為：特殊教育知能占 34.2%、幼

兒教育知能占 14.3%、教學實務占 51.5%。

溝通與支援層面下，四個次層面權重值分

別為：與其他教師合作占 43.9%、與家長合

作占 20.4%、與特殊教育專業人員合作占

22.1%、行政支援占 13.7%。鑑定與評量層

面下，二個次層面權重為：鑑定評量知識占

30.8%、鑑定評量實務占 69.2%。專業倫理

層面下，二個次層面的權重為：專業責任占

62.6%、專業成長占 37.4%。如表二。

二階權重為層面權重值與次層面權重

值的乘積，三階權重則將二階權重再乘以

指標的權重值。例如：課程與教學層面權

重為 0.222，特殊教育知能次層面權重為

0.342，了解身心障礙幼兒發展及學習特質

層面—次層面—指標 三角模糊數 總值

鑑定與評量層面

鑑定

評量

知識

1. 了解鑑定原理、安置方式、輔導的行政流程 (0.6,0.86,1) 0.78

2. 熟悉多元評量理論與內涵 (0.4,0.74,1) 0.67

3. 知道各類評量工具的使用時機與限制 (0.2,0.74,1) 0.63

4. 能分析及解釋評量的結果 (0.4,0.77,1) 0.69

鑑定

評量

實務

1. 具有實施評量的能力 (0.6,0.85,1) 0.77

2. 以多元評量方式蒐集身心障礙幼兒資訊，來進行教學決定 (0.2,0.83,1) 0.68

3. 依評量結果，分析身心障礙幼兒優弱勢能力與特殊需求 (0.6,0.89,1) 0.79

4. 善用評量工具檢視身心障礙幼兒各領域的學習情形 (0.4,0.72,1) 0.66

5. 能評估身心障礙幼兒安置服務的適切性 (0.4,0.80,1) 0.70

專業倫理層面

專業

責任

1. 經由分析整合及建議後，尊重家長的決定權 (0.4,0.72,1) 0.66

2. 作為身心障礙幼兒及其家庭的倡護者 (0.2,0.63,1) 0.58*

3. 對於幼兒及其家庭的隱私性資料善盡保密責任 (0.6,0.86,1) 0.78

4. 堅守專業人員的職業倫理道德 (0.0,0.77,1) 0.62

5. 能做出適當且專業的特教知能判斷 (0.4,0.82,1) 0.71

專業

成長

1. 積極參與特教相關活動，與其他專業人員互相切磋 (0.6,0.80,1) 0.75

2. 持續不斷地了解最新特殊教育趨勢、政策法規、福利知識

及教學技巧

(0.6,0.81,1) 0.76

3. 能時時省思及檢核自我專業表現 (0.6,0.86,1) 0.78

4. 能為自己訂定專業發展計畫 (0.2,0.70,1) 0.62

表一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之篩選（續）

註：* 表示刪除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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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權重值）

次層面
（權重值）

二階
權重

能力指標
（權重值）

三階
權重

課程與
教學

（0.222）

特殊教育
知能

（0.342）

0.076 了解身心障礙幼兒發展及學習特質（0.186） 0.014
了解身心障礙幼兒特殊需求（0.204） 0.016
了解學前特殊教育課程理論與教學實務（0.124） 0.009
具備設計 IEP 的能力（0.170） 0.013
了解輔導身心障礙幼兒特殊行為與情緒問題的技
巧 （0.259）

0.020

了解身心障礙幼兒基本的保健及醫療常識
（0.056）

0.004

幼兒教育
知能

（0.143）

0.032 了解兒童身心發展理論與教學原理（0.429） 0.014
了解幼兒教育課程發展模式（0.160） 0.005
了解幼兒輔導的理論與技巧（0.411） 0.013

教學
實務

（0.515）

0.114 依幼兒學習的個別差異，實施個別化教學（0.110） 0.013
將學習融入於每日多元活動的能力（每日例行活
動、團體活動、小組活動）（0.100）

0.011

依據身心障礙幼兒發展及需求，選擇適當的教材
與教學策略的能力（0.174）

0.020

掌握身心障礙幼兒學習歷程，建議及示範調整學
習環境、課程內容與評量方式的能力（0.211）

0.024

幫助身心障礙幼兒在普通環境中與社會互動的能
力（0.164）

0.019

參與普通班課程教學時，提供幼兒適切的協助與
鷹架（如動作示範、部分提示等）（0.139）

0.016

能依據幼兒個別需求，建議及在教學中示範運用
科技輔具（0.102）

0.012

溝通與
支援
（0.272）

與其他
教師
合作

（0.439）

0.119 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教學輔導策略（0.268） 0.032
提供教保服務人員及行政人員特教諮詢服務 
（0.125）

0.015

與教保服務人員及行政人員維持良好的溝通 
（0.227）

0.027

在合適且需要時，與教保服務人員進行協同教學 
（0.132）

0.016

能傾聽教保服務人員與行政人員的需求及問題 
（0.248）

0.030

與家長
合作

（0.204）

0.055 提供身心障礙幼兒家長必要的支援服務資訊（醫
療、就學、社會資源等）（0.206）

0.011

提供家長特殊教育的諮詢服務（0.135） 0.007
能與家長維持良好的溝通，建立互信關係（0.264） 0.015
能傾聽身心障礙幼兒家長的需求及問題（0.204） 0.011
關懷身心障礙幼兒家庭，提供家長適當的精神支
持 （0.192）

0.011

表二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權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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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權重值）

次層面
（權重值）

二階
權重

能力指標
（權重值）

三階
權重

溝通與
支援

（0.272）

與特殊
教育專業
人員合作
（0.221）

0.06 能適當轉介身心障礙幼兒給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
員 （0.181）

0.011

能與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協同進行相關療育服
務 （0.138）

0.008

能與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持續溝通，建立服務
合作關係（0.222）

0.013

整合特殊教育專業人員建議，提供教保服務人員
及家長參考（0.460）

0.028

行政
支援

（0.137）

0.037 協助轉銜相關事宜（0.640） 0.024

必要時，協助幼兒園申請專業團隊入園服務 
（0.360）

0.013

鑑定與
評量

（0.202）

鑑定評量
知識

（0.308）

0.062 了解鑑定原理、安置方式、輔導的行政流程
（0.227）

0.014

熟悉多元評量理論與內涵（0.133） 0.008

知道各類評量工具的使用時機與限制（0.249） 0.015

能分析及解釋評量的結果（0.390） 0.024

鑑定
評量實務
（0.692）

0.140 具有實施評量的能力（0.127） 0.018

以多元評量方式蒐集身心障礙幼兒資訊，來進行
教學決定（0.155）

0.022

依評量結果分析身心障礙幼兒的優弱勢能力與特
殊需求（0.305）

0.043

善用評量工具隨時檢視身心障礙幼兒各領域的學
習情形（0.176）

0.025

能評估身心障礙幼兒安置服務的適切性（0.237） 0.033

專業倫理
（0.304）

責任專業
（0.626）

0.190 經由分析整合及建議後，尊重家長的決定權 
（0.142）

0.027

對於幼兒及其家庭的隱私性資料善盡保密責任 
（0.239）

0.045

堅守專業人員的職業倫理道德（0.343） 0.065

能做出適當且專業的判斷（0.277） 0.053

專業成長
（0.374）

0.114 積極參與特教相關活動，與其他專業人員互相切
磋 (0.215)

0.024

持續不斷地了解最新的特教趨勢、政策法規、福
利知識及教學技巧（0.230）

0.026

能時時省思及檢核自我專業表現（0.373） 0.042

能為自己訂定專業發展計畫（0.181） 0.021

表二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權重系統（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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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 0.186，二階權重為 0.076，三階權重則

為 0.014。

三、綜合討論

（一）�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架構

及內涵

特教巡迴教師以協助的角色提供教保服

務人員教學支援，於輔導過程中蒐集資訊以

評量身心障礙幼兒的表現，讓教保服務人員

與家長了解幼兒發展情形，並作為教育診斷

的依據，必要時亦結合特教專業團體提供幼

兒更完整及深入的服務。本研究以模糊德菲

法建構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研

究過程邀請學者專家檢視指標架構及內容的

適切性與完整性，有別於文獻中僅以問卷調

查法或從實務工作經驗歸納而得的學前特教

巡迴教師專業能力，並另以層級分析法求得

指標架構的權重系統，可作為學前特教巡迴

教師規劃自我專業成長的先後順序。以下從

實務的角度討論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

指標架構及內涵。

1. 課程與教學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服務對象為身心障

礙幼兒，故具備特教知能是必要且重要的

能力，依據此能力可掌握身心障礙幼兒的發

展與學習需求，並協助教保服務人員規劃合

宜的教保活動課程、擬定教學策略與選擇教

材內容，或以直接教學的方式提供身心障礙

幼兒教育服務，故教學實務是不可缺少的能

力。此與張小芬（2006）、黃嘉紋（2008）、

葉劉蕙（2009）、楊美凌等人（2005）及

Sadler（2003）的觀點相似。又了解一般幼

兒的發展情形，以及普通班課程與教學實務

運作狀況，不僅有助於判定身心障礙幼兒在

接受特殊教育的輔導後是否能回復到一般幼

兒的表現水準，也可深入地與教保服務人員

專業對話，以解決其課程教學與班級經營

的困擾，此亦為學前特教巡迴教師之重要

知能，與張小芬（2006）、CEC（2015）、

Dinnebeil 與 McInerney（2008）、Luckner 與
Howell（2002）、Sadler（2003）的看法雷同。

實務上，特教巡迴教師在必要時需協

助教保服務人員或親自進行教學，因此了解

身心障礙幼兒的發展需求與學習特質，並據

此設計適合的課程、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以及掌握對身心障礙幼兒的實務教學能力，

例如：實施個別化教學、選擇適當的教材與

教學策略、掌握身心障礙幼兒學習歷程、輔

具示範與運用等，便成為特教巡迴教師不可

或缺的能力。在幼兒園班級中，教保服務人

員經常無法處理身心障礙幼兒的行為問題，

以致產生班級經營困擾，但特教巡迴教師較

能掌握身心障礙幼兒的行為特質，可藉由提

供適當的教材或課程內容吸引幼兒的注意、

改變教學策略引導幼兒表現正當的行為，或

調整學習環境的刺激以減緩對幼兒的影響

等，因此特教巡迴教師在對身心障礙幼兒實

施教學時，也提供教保服務人員觀摩學習的

機會，可讓兩造間了解彼此的差異，並進行

專業合作與對話。特教巡迴教師與教保服務

人員可合作設計有助於讓一般幼兒了解、接

納，進而與身心障礙幼兒相處的課程。課程

與教學層面包括特教知能、幼兒教育知能、

教學實務三個次層面以及指標內涵，能呼應

教學實務的工作需求，亦有助於學前特教巡

迴教師執行課程與教學的相關工作。

2. 溝通與支援

特教巡迴教師為協助身心障礙幼兒適

應普通班級的生活與學習，應視身心障礙幼

兒的需要，引介相關資源或支持服務，以

協助幼兒成長（教育部，2013）。因此，

溝通與支援能力有助於在實務工作上，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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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服務人員、家長及特教專業人員說明身心

障礙幼兒的表現與需求，並提供相關的支援

與諮詢服務，此與張小芬（2006）、蔡昆

瀛（2009）、鐘梅菁等人（2009）、CEC
（2015）、Correa-Torres 與 Howell（2004）、

Dinnebeil 與 McInerney（2008）、Shelton
與 Pollingue（2009）的看法雷同。

提供諮詢與支援是特教巡迴教師重要

的工作內容，而良好的溝通與傾聽是有效諮

詢的基礎，也是了解彼此差異的方式。透過

與教保服務人員的良好溝通與積極傾聽，可

以掌握其需求及問題，減少特教巡迴老師不

了解普通班幼保服務人員的質疑，而特教巡

迴教師對教保服務人員提出課程教學或班級

經營的諮詢建議，或支援普通班級的教學活

動，有助於教保服務人員遂行對幼兒教育及

照顧的工作；提供學校教職員工對特教的諮

詢，在行政上可有效協助身心障礙幼兒；提

供家長有關身心障礙幼兒的諮詢與輔導，可

降低家長對養育幼兒的壓力及減少家長執意

要將中重度身心障礙幼兒安排在普通班的要

求，並主動配合發展篩檢或相關治療，以維

持家長與學校之間的合作關係；引進特教專

業人員，並與教師、家長及行政人員溝通合

作，以確保身心障礙幼兒能獲得最佳的教育

與照顧服務。本層面下四個次層面與指標內

涵，可提供學前特教巡迴教師作為溝通與支

援的方向。

3. 鑑定與評量

學前幼兒可塑性高，透過適當的引導及

刺激可以改善身心障礙幼兒的發展，因此在

理念上，特教巡迴教師運用鑑定與評量的知

識及實務經驗，判斷身心障礙幼兒的發展與

學習表現，並決定是否繼續接受特殊教育，

此與張小芬（2006）、鐘梅菁等人（2009）、

蕭聖瑜（2009）、CEC（2015）、Foster 與

Cue（2009）、Lynch 與 McCall（2007）以

及 Taylor（2006）的意見相符。

實務上，特教巡迴教師經常扮演支援整

合的平台（陳享連、鐘梅菁，2010），安排

專業人員執行身心障礙幼兒的評估與鑑定工

作，因此，入班觀察進行身心障礙幼兒發展

表現的初步評估，是特教巡迴教師較常執行

的工作。張世彗與藍瑋琛（2013）認為，評

量可協助普通班教師及特教巡迴教師擬定不

同階段的目標，而透過教育評估則能了解身

心障礙幼兒的個別需求、學習表現與適應情

形，因此了解評量與鑑定的相關理論，以及

評量工具的使用時機與限制，可提升評量結

果的信度與效度。評量應採用多元方式蒐集

身心障礙幼兒發展與表現的資訊，並謹慎分

析所得的訊息，繼而作為進一步教育決定的

依據。鑑定與評量層面兼顧鑑定評量知識及

鑑定評量實務二個次層面，其指標內涵可提

供學前特教巡迴教師作為鑑定與評量幼兒發

展與學習表現的依據。

4. 專業倫理

紐約幼兒專業發展協會（New York 
Early Childhoo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n.d.）指出，學前特教教師參與

各種專業發展活動可以豐富教學實務；鐘梅

菁等人（2009）、Boreen 與 Niday（2003）、

CEC（2015）以及Shelton與Pollingue（2009）
指出，教師應遵循專業倫理與道德規範，以

作為教育與照顧學生的基本準則。中華民國

師範教育學會（2006）指出，特教教師專業

標準包含敬業精神與態度、研究發展與進修

兩個向度。專業責任是指特教巡迴教師在工

作時應遵守的倫理規範，展現專業的判斷並

執行職責與任務；專業成長則是為了改變對

教育的態度、改善課程與教學，以及提升專

業能力（Borg, 2011; Jung & Reif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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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運作過程中，特教巡迴教師與教

保服務人員在課程教學的理念、班級經營的

技巧、輔導幼兒的方式都存有不少的差異，

因此，透過共同參與特殊教育的相關研習、

持續性的專業對話，以及經常性的自我省

思，都有助於提升彼此的專業知能，做出對

身心障礙幼兒最佳的教育處置。本研究在專

業倫理層面下，包括專業責任和專業成長二

個次層面符合上述觀點，且實務上可引導特

教巡迴教師提供專業輔導所需遵循的準則，

並可以督促其持續性的專業成長。

5. 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架構與師

資培訓

融合教育是特殊教育的發展趨勢（蔡昆

瀛，2009），而特教巡迴教師是提供普通班

教師有關特教專業支援與資源的主要人力，

因此學前特教巡迴教師的師資培訓應系統性

地開設巡迴輔導相關課程，以強化特教巡迴

教師的專業能力。但由師資培育大學特教系

或學前特教學分學程開設的課程科目發現，

僅部分學校特教系（如臺北教育大學、臺北

市立大學、清華大學、嘉義大學、屏東大

學、臺東大學等）開設「巡迴輔導與在家教

育」一門課，此課程明顯是針對巡迴輔導需

求開設的課程；而有關學前特教學程，例如：

臺南大學由特教系和幼教系合開學前特教學

程，兩系提出的課程中並未針對學前特教巡

迴輔導教師開設課程。顯然，目前特教巡迴

教師的培訓未能符合特殊教育的發展趨勢。

特教巡迴教師諮詢對象包括普通班教

保服務人員、身心障礙幼兒家長以及學校行

政人員等成年人，因此，職前訓練或在職訓

練的課程可增加有關「成人教育」的課程，

以了解成人的心理狀態，再運用成人教育的

理念教導相關成人，使其能有效增加特教知

識，提高對身心障礙幼兒教育及照顧的專業

技能。「心理諮商與輔導技巧」也是可以增

加的課程，尤其對部分家長因害怕自己孩子

鑑定後被貼上特殊幼兒的標籤，故以否認、

拖延或消極的方式面對自己孩子的特殊性，

往往錯失協助身心障礙幼兒發展的最佳時

機。因此，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若有較多

諮商輔導的知能，可以傾聽、同理與支持的

諮商技巧，客觀描述幼兒的實際表現，並清

楚說明經適當教育後幼兒可能的表現，讓家

長願意接受特殊教育的介入，並配合與支持

對身心障礙幼兒的相關處遇工作。此外，也

需增加特教巡迴教師與普通班教保服務人員

「專業對話」的課程，使雙方能了解特殊教

育與幼兒教育課程理念的差異、班級經營技

巧的不同，以減少彼此的歧見。

（二）�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權重結果

討論

1. 四個層面權重值之討論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四個層面的

權重值，由高至低，依序為專業倫理、溝通

與支援、課程與教學、鑑定與評量。Boreen
與 Niday（2003）、Shelton 與 Pollingue
（2009）將專業倫理視為特教巡迴教師最重

要的專業能力；Sanna（2003）則認為特教

教師最重要的專業特質是責任感，其看法與

本研究結果相符。近年來，我國教師專業發

展將專業發展能力（潘慧玲等，2004）、研

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度（中華民國

師範教育學會，2006；曾憲政、張新仁、張

德銳、許玉齡，2007）等視為新世紀不同師

資類科教師專業表現的標準。專業倫理是專

業人員對其服務對象提供專業服務的依循規

準，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屬教育的專業人員，

理應表現出教育人員的專業責任，而持續性

的專業成長是教育進步的動力，也可避免老

師以過去的知識教導現在孩子去適應未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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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窘境，故反映出權重值最高的情形。

建立良好溝通管道與合作關係是推動

輔導的首要工作，與教保服務人員有良好

的合作關係才能進一步服務身心障礙幼兒

（張小芬，2006；黃嘉紋，2008；鐘梅菁

等，2009；Correa-Torres & Howell, 2004; 
Dinnebeil & McInerney, 2008; Shelton & 
Pollingue, 2009）。特教巡迴教師也應負責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與專業團隊的協調工

作（ 鐘 梅 菁 等，2009；Dempsey & Dally, 
2014; Dinnebeil & McInerney, 2008），將專

業團隊的判斷與建議轉化為實際的課程教學

內涵，以促進身心障礙幼兒發展。此外，融

合教育成功的關鍵因素還包括家長的支援和

參與（黃雅芳，2014）以及行政人員的支持

與協助（張小芬，2006）。因此，良好的行

政協調能力，有助於整合教保服務人員、學

校行政人員、家長以及專業人員的意見與資

源，以整合發揮特教巡迴輔導的功能。

在融合教育理念下，特教巡迴教師以

「協助」的角色入班觀察教保服務人員執行

教育的情形，以及身心障礙幼兒的生活與學

習表現，進而提供教學協助、諮詢及編寫

IEP 等（黃嘉紋，2008；鐘梅菁等，2009；
CEC, 2015; Shelton & Pollingue, 2009），而

非主導課程或控制教學進行的方向與內容。

課程與教學僅是巡迴輔導工作的一部分，如

能具有良好的溝通與支援能力可以更全面性

地整合不同資源，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教學上

的協助，因此反映出課程與教學層面的權重

低於溝通與支援層面。

教學評量是課程與教學的要素之一，

可以了解身心障礙幼兒學習表現和需求，而

透過發展評量則可了解身心障礙幼兒生理及

心智發展的狀態。入班觀察並進行鑑定與評

量，是特教巡迴教師最常執行的工作，但其

權重卻是四個層面中最低的一項，或許如同

張世彗與藍瑋琛（2013）所指，特殊教育的

鑑定與評量有其專業性，經常需要透過專業

人員協助進行診斷，例如：學前特教心理評

量教師、醫療人員等，而非特教巡迴教師一

人所能判定。且依《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

生鑑定辦法》，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應採多

元評量，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標準化評量、

直接觀察、晤談、醫學檢查等方式，或參考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所載的個案資料，做

綜合性的研判。因此，學前特教巡迴教師所

做的鑑定與評量工作，僅是蒐集身心障礙幼

兒的學習與生長的相關資訊並進行初步的診

斷，而專業的鑑定與評量工作仍需由專業人

員判斷，並非特教巡迴教師可獨自完成，故

其權重值為四個層面最低。

2. 各層面下不同次層面權重值的討論

(1) 專業倫理

專業倫理層面下，專業責任次層面的

權重值高於專業成長。專業責任是特教巡迴

教師對身心障礙幼兒提供服務時應表現的責

任；專業成長則是特教巡迴教師對於自己精

進專業應盡的責任。楊美凌等人（2005）、

葉劉蕙（2009）、CEC（2015）主張，特教

教師與特教巡迴教師在處理身心障礙學生及

其家庭資料時，應堅守倫理規範，以避免其

受到傷害並促進幼兒成長；莊世清（2009）、

Shelton 與 Pollingue（2009）認為，特教教

師對於自己的教學歷程進行省思及改進，有

助於展現專業表現；當然，特教巡迴教師也

相同。若從服務的角度而言，對身心障礙幼

兒提供專業服務是特教巡迴教師的主要職

責，相較於個人專業成長，更顯得責任重大；

若再從《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 條規定：優先處理兒童相關事務是法律規

範的事項，故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的精神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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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原則提供身心障礙幼兒教育與照顧服務，

此也反映特教巡迴教師對執行輔導工作的專

業責任優先於個人的專業成長。莊世清指

出，特教班教師敬業精神與態度的重要性高

於研究與進修，與本研究結果相符。

(2) 溝通與支援

溝通與支援層面下，各次層面權重，由

高至低，依序為：與其他教師合作、與特殊教

育專業人員合作、與家長合作、行政支援。幼

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是身心障礙幼兒在學校的

主要照顧者，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則為輔助角

色，其工作包括提供教學支援、協同教學、

了解教保實施情形及身心障礙幼兒的特質與

需求、提供相關諮詢等。楊美凌等人（2005）、
黃 嘉 紋（2008）、Dinnebeil 與 McInerney
（2008）認為，特教巡迴教師提供教保服務

人員教學策略是改善教學的重要方式，而適

時示範可增加教保服務人員對教學策略的理

解（蕭聖瑜，2008），這些都是為了幫助身

心障礙幼兒能在普通班級中獲得最佳學習的

做法。故與教保服務人員溝通身心障礙幼兒

的發展需求，提供教學支援或情感支持等，

是最能讓教保服務人員受惠，協助改善教學

策略的方式。因此，與其他教師合作便成為

溝通與支援層面下權重值最高的次層面。

與特殊教育專業人員合作的目的是提

供身心障礙幼兒更專業的教保服務，也使

家長能更了解孩子的發展與需求。李重毅

（2005）、張小芬（2006）、楊美凌等人

（2005）、Shelton 與 Pollingue（2009） 等

學者主張，學前特教巡迴教師應視普通班的

情境與需求，將專業人員具體可行的教學策

略與建議整合於平日的學習活動中，以協助

身心障礙幼兒的發展與生活適應。但特教專

業人員是依身心障礙學生的專業服務需求，

採任務編組方式，由醫師、物理治療師、職

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社工師、臨床心

理、職業輔導等專業人員組成（王天苗，

2003a），並未經常且規律性地入班協助教

保服務人員，所提供的專業建議常需由特教

巡迴教師解釋給教保服務人員後再執行，因

此反映權重不如教保服務人員。

Luckner 與 Howell（2002）認為，特教

巡迴教師可提供身心障礙幼兒家長諮詢服

務，並指導家長如何共同輔導幼兒。但一般

家長對幼兒發展及教育的認知不足，對特殊

教育的理解更是模糊，故常將教育決定權交

給教師或專業人員（黃雅芳，2014）。或

許如此，與家長合作次層面的權重成為溝通

與支援層面的第三順位。但也需注意與家長

維持良好溝通，傾聽需求與問題（葉劉蕙，

2009；Dinnebeil & McInerney, 2008）， 以

使家長能配合教保服務人員設計的課程活

動，進而發展出對身心障礙幼兒適切的教學

方式。

行政是提供服務的工作，而行政支援是

依據教師或身心障礙幼兒的需要所做的服務

工作，較屬於被動性的支援，因此，權重值

為溝通與支援層面的第四順位。而學前特

教教師需經常性地協助身心障礙幼兒轉銜

安置（陳享連、鐘梅菁，2010），顯示特

教巡迴教師對此提供行政支援亦是重要的

工作項目。

(3) 課程與教學

課程與教學層面下，各次層面權重，由

高至低，依序為：教學實務、特殊教育知能、

幼兒教育知能。學前特教巡迴教師的主要工

作是協助或支援教保服務人員的課程教學活

動，以促進身心障礙幼兒發展並適應普通班

級生活。Luckner 與 Howell（2002）認為，

教學方法及媒材運用是特教巡迴教師在教學

上最重要的能力，因為這些能力可解決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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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員教學實務的困境；陳享連與鐘梅菁

（2010）指出，學前特教巡迴教師提供教保

服務人員教學支援服務的頻率偏高，包括開

學後一個月內編寫完成 IEP、提供教學輔導

策略、提供生活自理解決策略、提供行為問

題處理策略、協助訂定學習內容等，足見教

學實務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的重要，其

反映的權重值是本層面最高的次層面。

特教巡迴教師主要服務身心障礙幼兒，

故擁有特殊教育專業知能可正確提供身心

障礙幼兒所需的教學與照顧服務。洪榮照

（2011）指出，提升特教專業知識及專門

知識是特教師資生專業發展的重要方向，特

教巡迴教師亦不例外。實務上，學前特教巡

迴教師需運用特教專業知能與教保服務人員

合作，因此充實的特殊教育知能可以輔助教

保服務人員教學實務工作，亦可提供能夠

滿足身心障礙幼兒學習需求的建議。Sadler
（2003）、Dinnebeil 與 McInerney（2008）
等學者認為，特教巡迴教師必須了解兒童的

身心發展，而了解一般幼兒發展及幼兒教育

知能可輔助推動融合教育工作，因此具備特

殊教育知能的重要性高於幼兒教育知能，權

重亦是如此。

(4) 鑑定與評量

鑑定與評量層面下，鑑定評量實務次

層面的權重值高於鑑定評量知識。學前特教

巡迴教師主要依據實務評量的結果，提供教

師或家長有關身心障礙幼兒成長、學習表現

或特殊需求的訊息，進而作為教育決定的依

據。CEC（2015）強調評量實務經驗的重要

性；陳享連與鐘梅菁（2010）研究發現學前

特教巡迴教師提供教保服務人員評量支援的

頻率偏高，或許反映實務經驗比學理知識更

重要；葉劉蕙（2009）指出透過鑑定與評量

來了解身心障礙幼兒能力，是專業知能較重

要的項目，與本研究結果雷同。然評鑑實務

的判斷需有評鑑知識的基礎，如此的實務判

斷才能符應特殊教育的目的，也才能提供符

合身心障礙幼兒學習與發展的需求，以及提

供適合的教育決定。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專家決策與數值分析建構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期望

藉由此指標系統提供學前特教巡迴教師自我

檢核的參考，進而發展出高品質的巡迴輔導

服務，以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教學支援及提

供家長諮詢，使身心障礙幼兒能獲得最佳

的教育與照顧。茲將研究主要結論與建議

說明如後。

一、結論

（一）�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包

括四個層面、11個次層面、49個指標

本研究經文獻分析，初步歸納學前特

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的架構與內涵，其

後經學者專家的審查、模糊德菲法分析，確

認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架構與內

涵，包括課程與教學、溝通與支援、鑑定與

評量、專業倫理等四個層面，其中，課程與

教學層面包含特殊教育知能、幼兒教育知

能、教學實務三個次層面、16 個指標；溝

通與支援層面包含與其他教師合作、與家長

合作、與特殊教育專業人員合作、行政支援

四個次層面、16 個指標；鑑定與評量層面

包含鑑定評量知識以及鑑定評量實務二個次

層面、九個指標；專業倫理層面包含專業責

任與專業成長二個次層面、八個指標。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架構

（四個層面、11 個次層面、49 個指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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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能兼顧特殊教育的理論與實務需求，考

量普通班級教師、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

專業人員以及家長的合作與諮詢，並納入專

業倫理使指標的架構完整。

（二）�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之層面指

標權重，依序為專業倫理、溝通與支

援、課程與教學、鑑定與評量

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之

權重，經層級分析法求得專業倫理層面的

權重值最高（30.4%），其次為溝通與支

援層面（27.2%），再其次是課程與教學

層面（22.2%），最後為鑑定與評量層面

（20.2%）。

課程與教學層面下，三個次層面的權

重以教學實務權重值最高（51.5%），其次

為特殊教育知能（34.2%），最後為幼兒教

育知能（14.3%）。溝通與支援層面下，

四個次層面的權重以與其他教師合作最高

（43.9%），其後依序為與特殊教育專業人

員合作（22.1%）、與家長合作（20.4%）、

行 政 支 援（13.7%）。 鑑 定 與 評 量 層 面

下，二個次層面的權重以鑑定評量實務

（69.2%）權重值最高，其次是鑑定評量知

識（30.8%）。專業倫理層面下，二個次層

面的權重以專業責任（62.6%）權重值最高，

其次是專業成長（37.4%）。

二、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一）�學前特教巡迴教師應兼顧四個專業層

面能力，以提升教學輔導品質

本研究分析特教巡迴教師專業知能的文

獻，較著重在課程與教學、溝通與支援、以

及鑑定與評量三個層面，較少關注專業倫理

層面。但權重分析結果顯示專業倫理權重值

最高，因此強化專業倫理知能，可使學前特

教巡迴教師提供專業服務時有依循的規準。

尤其特教巡迴教師與普通班教保服務人員在

課程理念、班級經營、輔導技巧上有許多不

同，透過特教巡迴教師與教保服務人員間的

專業對話與自我省思，並積極參與特教相關

研習活動，可促進特教巡迴教師的專業成

長，進而在課程與教學實務上能提出更佳的

服務。

（二）�參考本研究建構的專業能力指標，檢

核學前特教巡迴教師的專業能力

臺灣目前尚無檢核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

業能力的指標，本研究兼顧理論與實務，並

參酌特殊教育及幼兒教育領域的學者、特教

行政人員及學前特教巡迴教師與普通班教保

服務人員的想法，建構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

業能力指標，可提供學前特教巡迴教師自我

檢核以及精進專業能力的參考。另外，融合

教育已成為特殊教育重要的發展方向，且文

獻指出特教巡迴教師提供的服務是推動融合

教育重要的助力。可見，學前特教巡迴教師

的專業能力關乎提供身心障礙幼兒服務的品

質。因此，運用本研究結果分階段檢核學前

特教巡迴教師的專業能力，初步階段可從 11
個次層面下權重值最高的指標作為優先檢核

項目，爾後逐步增加檢核的指標項目，最終

達成提升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服務的品質。

（三）�規劃系統性的特教巡迴教師職前訓練

課程以及在職訓練課程

身心障礙幼兒就讀普通班人數有逐年

增加的情形，此意謂有更多的學前特教巡迴

教師進入幼兒園普通班級中提供巡迴輔導服

務。但目前無論是特教系、幼教系或學前特

教學分學程，均無開設系統性的學前特教巡

迴教師職前訓練課程，為呼應融合教育的發

展趨勢，政府當局應聯合特殊教育、幼兒教

育領域的學者專家，共同研究學前特教巡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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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職前訓練課程的內涵，進而訂定有系統

的培育課程，使學前特教巡迴教師能更專業

地發揮教育、諮詢與輔導的功能。

文獻指出，專業知能不足是學前特教巡

迴教師輔導過程常遭遇的困境，因此，透過

在職訓練提升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知能，

便成為重要的方式。有鑑於此，規劃適切、

系統性的在職訓練課程，包括成人教育、諮

商輔導以及特教巡迴教師與普通班教保服務

人員專業對話的課程，減少特教巡迴教師與

教保服務人員在課程教學理念的差異，以促

進溝通輔導的效能，有其必要性。

（四）�研擬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檢核

重點，以提高指標運用的可行性

指標要能運用，才有實務價值，故本研

究建議未來應邀請學前特教巡迴教師與普通

班教保服務人員共同討論建立各項指標的檢

核重點，並嘗試進行專業能力的檢核，蒐集

檢核資料作為修正指標的參考，以提高學前

特教巡迴教師專業能力指標運用的可行性。

（五）�運用結構方程模式進行指標的驗證性

因素分析與信、效度考驗

本研究所建構的專業能力指標可檢視學

前特教巡迴教師的專業表現，故指標的信度

與效度是相當重要的參考基礎，因此在未來

的研究上，可採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進行驗證性因素

分析，以檢核指標架構的適配度，並確認指

標的建構效度與組合信度，使指標的運用更

具有說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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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itinerant teachers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the 
special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in Taiwan. These 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be highly 
professional in relevant areas. However, current training and cultivation programs 
do not meet teaching and counseling needs, failing to adequately familiarize these 
teachers with the practices of student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teacher consultation, 
and special education projects. Therefore, the teachers’ capabilities and their teaching 
and counseling practices are often questione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se teachers 
are themselves concerned about not being provided sufficient professional training. 
Purpose: This study was intended to resolve this concern by establishing indicators for 
assessing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s of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itinerant 
teachers in Taiwan. These indicators could serve as references for them to plan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attend related training courses. Methods: We first 
conducted a literature review to establish the initial framework of these indicators. The 
framework was then examined by 7 experts to ensure the indicators’ relevance, and a 
formal questionnaire was accordingly developed. Using the fuzzy Delphi method, 19 
experts identified suitable indicators, an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was employed 
to determine the indicators’ importance. Results/Findings: (1) The framework consisted 
of 4 dimensions, 11 sub-dimensions, and 49 indicators. (2) In order of their weights, the 
4 dimensions were as follows: professional ethics (30.4%), communication and support 
(27.2%),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22.2%), and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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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subdimensions with the highest weights were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professional ethics), “cooperating with other teachers” (communication and support), 
“teaching practic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nd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practice”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Conclusions/Implications: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following five implications were identified: (1)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itinerant teachers should develop their competences in all four dimensions. (2) The 
indicators can be used to examine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s of these teachers. (3) 
Preservice and on-the-job training courses for these teachers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developed. (4) The indicators should have clear standards of inspection to ensure their 
practicability. (5) In the future,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can be used to perform 
confirmation factor analysis as well a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s.

Keywords: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itinerant teachers, competence indicators, 
fuzzy Delphi metho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