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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25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12月2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776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鑑於現行「特殊教育法」未定有特
殊教育學校行政單位之主任、組長及秘書等職務由教師兼任
之規定，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九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未
臻一致；另，特殊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未授權訂定；
以及配合行政院評鑑簡化行政減量政策，特教評鑑每 3 年辦
理 1 次，無法與其他校務評鑑整併辦理等問題，本法確實有
檢討修正之必要性及迫切性。爰擬具「特殊教育法」第十四
條、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說明：
一、增訂特殊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之授權規定，並明確授權由各主管機關訂定特殊教育
教師之專任教師、兼任導師或行政職務者每週教學節數之標準（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二、明定特殊學校校長之遴選聘任程序及應遵循事項，比照其所設最高教育階段之學校法規之
規定。增訂特殊教育學校得視學校規模及業務需要設處（室），並得分組辦事及主任、組
長、秘書等職務之專、兼任人員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三、增列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理特殊教育應定期進行自我評鑑。配合行政院評鑑簡
化及行政減量政策，修正辦理評鑑之週期，並明定主管機關對於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
學校辦理特殊教育成效之評鑑，得併入學校評鑑依其週期為之。（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四、將主管機關對學校以及中央主管機關對地方主管機關辦理特殊教育評鑑週期修正為「每五
年」辦理一次。並將「評鑑辦法及自治法規」修正為「評鑑、獎勵及輔導辦法及自治法規
」。（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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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
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
育階段學校為辦理特殊教育
，應設專責單位，依實際需
要遴聘及進用特殊教育教師

第十四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
育階段學校為辦理特殊教育
應設置專責單位，依實際需
要遴聘及進用特殊教育教師

一、第一項酌作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教育部目前係訂定特殊教
育學校（班）教師授課節數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
人員。
前項專責單位之設置與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
人員。
前項專責單位之設置與

注意事項，據以規範國立及
私立特殊教育學校或高級中
等學校特殊教育班教師之每
週授課節數。考量特殊教育

人員之遴聘、進用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特殊教育教師之專任教
師、兼任導師或行政職務者
，其每週教學節數之標準，
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人員之遴聘、進用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教師每週授課節數涉及學校
安排課程及授課鐘點費支給
等教師權益，爰參考高級中
等教育法第三十二條之體例
，增訂第三項，授權由各主
管機關訂定特殊教育教師每
週教學節數之標準。
四、查「特殊教育學校（班）
教師授課節數注意事項」，
條文中針對特殊教育學校（
班）專任教師、兼任導師、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等分別訂
定不同的每週基本授課節數
。基於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
，參照「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三十二條之立法體例，酌
予修正第三項規範內容。

第二十六條 特殊教育學校置
校長一人；其聘任資格，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
並應具備特殊教育之專業知
能；其遴選聘任程序及應遵
循事項，比照其所設最高教
育階段之學校法規之規定。
特殊教育學校為辦理教
務、學生事務、總務、實習
、研究發展、輔導等事務，
得視學校規模及業務需要，
設處（室）一級單位，並得

第二十六條 特殊教育學校置
校長一人，其聘任資格依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並
應具備特殊教育之專業知能
，聘任程序比照其所設最高
教育階段之學校法規之規定
。

一、第一項酌作修正。
二、為利特殊教育學校相關事
宜之規劃及推動，爰參考高
級中等教育法第十八條之體
例，增訂第二項，明定特殊
教育學校為辦理教務、學生
事務、總務、實習、研究發
展、輔導等事務，得視學校
規模及業務需要設處（室）
一級單位，並得分組為二級
單位辦事。另本項所稱「實
習」，包括實習輔導、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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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為二級單位辦事。

輔導等；「輔導」包括學生

前項一級單位置主任一
人，二級單位置組長一人。
一級單位主任由校長就
專任教師聘兼之；二級單位

輔導、教師輔導等。
三、依考試院第十一屆第二百
六十八次會議決定，為符合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九條及第

組長，除總務單位之組長由
職員專任、輔導單位負責復
健業務之組長得由專任之特
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兼任外

二十一條規定，建請將特殊
教育學校主任、組長及秘書
等職務由教師兼任之規定納
入本法，爰配合增訂第三項

，其餘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
兼之。
特殊教育學校達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一定規模者，置

至第五項，說明如下：
(一)第三項係參考高級中等
教育法第十九條第一項
之體例規定之。

秘書一人，襄助校長處理校
務，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
之。

(二)為符應學校之本位需求
及行政專業考量等實際
情形，爰參考高級中等
教育法第十九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定，為第四
項規定，以賦予校長就
專任教師聘兼權責，及
現行總務單位之組長由
職員專任、輔導單位負
責復健業務之組長得由
專任之特殊教育相關專
業人員兼任之法源依據
。另特殊教育學校之特
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係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及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
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
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五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進
用，得為專任、兼任或
部分工時人員；因特殊
教育學校大多為中、重
度身心障礙學生，有腦
性痲痺、肢體障礙、聽
視覺障礙及智能障礙伴
隨自閉症等，亟需特殊
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作物
理治療、職能治療或心
理諮商等復健服務，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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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校之特殊教
育相關專業人員以專任
為主，爰明定輔導單位
負責復健業務之組長得
由專任之特殊教育相關
專業人員兼任，以助學
生生活學習適應。
(三)第五項明定特殊教育學
校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一定規模者，置秘書一
人，由校長就專任教師
聘兼之。至「一定規模
」之界定，應於本法第
二十五條第四項授權之
編制標準中明定之。
第四十七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
教育階段學校應定期對辦理
特殊教育之成效，進行自我
評鑑；其評鑑規定，由各校

第四十七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
教育階段學校辦理特殊教育
之成效，主管機關應至少每
三年辦理一次評鑑。

一、國內高級中等以上各教育
階段學校相關法律，諸如「
大學法」、「空中大學設置
條例」、「專科學校法」、

定之。
各該主管機關為提升學
校辦理特殊教育之績效，應
至少每五年辦理一次評鑑，
或併入學校評鑑依其週期為
之。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
機關辦理特殊教育之績效，
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五年
辦理一次評鑑。
前二項之評鑑項目及結
果應予公布，並對評鑑成績
優良者予以獎勵，未達標準
者應予追蹤輔導；其相關評
鑑、獎勵及輔導辦法及自治
法規，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
機關辦理特殊教育之績效，
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三年
辦理一次評鑑。
前二項之評鑑項目及結
果應予公布，並對評鑑成績
優良者予以獎勵，未達標準
者應予追蹤輔導；其相關評
鑑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
管機關定之。

「私立學校法」、「高級中
等教育法」、「學生輔導法
」等，除明定主管機關應定
期對學校辦理評鑑外，均同
時訂有學校應自行自我評鑑
之相關規定。
二、為強化高級中等以下各教
育階段學校自行檢視辦理特
殊教育之效能，爰參酌前揭
各法之立法體例，增列第一
項，以為學校辦理自我評鑑
之依據。
三、原第一項規定遞移為第二
項，其餘項次依序遞移。
四、第二項主管機關對學校辦
理特殊教育評鑑之規定，考
量對學校之特殊教育評鑑，
得與其他學校評鑑適度整併
，以減輕學校行政負擔；各
教育階段辦理學校評鑑因週
期未臻一致，如特殊教育評
鑑併入學校評鑑，宜依其週
期為之，爰增訂得併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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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依其週期為之規定。
五、查「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
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學
校評鑑之類別包括校務評鑑
、專業群科評鑑及專案評鑑
三款。同條第四項前段則規
定：「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之評鑑，以每五年辦理一
次為原則……」，依此，高
級中等學校之校務評鑑係以
每五年辦理一次為原則。而
本草案希冀將特教評鑑整併
至校務評鑑，其辦理週期若
能配合參照「高級中等學校
評鑑辦法」之規定，調整為
「每五年」一次，當更有助
於特教評鑑融入校務評鑑辦
理，且更能減輕學校因應評
鑑之行政負荷量。爰此，將
主管機關對學校辦理特殊教
育評鑑週期修正為「每五年
」辦理一次。
六、一方面為減輕直轄市及縣
（市）主管機關行政負擔，
另一方面使主管機關對學校
以及中央主管機關對地方主
管機關辦理評鑑週期趨於一
致，爰將第二項移列第三項
，並將評鑑週期同時修正為
「每五年」辦理一次。
七、特殊教育評鑑除了著重績
效責任外，更兼具改進及啟
發功能，應以了解特殊教育
現場困境為主，期能適時提
供協助解決特殊教育實施遇
到的困難。換言之，應強調
其輔導功能，而非以懲處為
評鑑目的。再者，對於辦學
績效優良者，更應透過相關
獎勵措施，以鼓勵其持續追
求卓越提升教育品質。爰此
，為使法令規定與實際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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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一致。故參酌「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
理實驗教育條例」第二十三
條之立法體例，爰修正原第
三項規定，並移列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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