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特殊教育法中「服務」用詞內涵之探討
陳明聰

吳亭芳

王華沛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系教授

復健諮商研究所助理教授

復健諮商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

相關服務是特殊教育重要的服務，我國特殊教育法也使用相關服務一詞，但並未提供具體定
義。因此，本文從其他服務相關的內涵，探討我國特殊教育法中支持服務、支援服務等用詞的內
涵。並統整說明相關服務的可能內涵。

關鍵詞：相關服務、支持服務、支援服務

Abstract
Related service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services provided by special education.

Although the

term of related service is adopted in the Special Education Act in Taiwan, there is no concrete
definition for it.

This paper discuss the contents of the other services, supportive service, provide

by Special Education Act.

Finally, the potential content of related services is also explained.

Keywords: related services, support service

壹、前言

TAO

育。然而我國《特殊教育法》對所使用的
服務，其用詞經常未給予明確的定義或界

《特殊教育法》是保障特殊需求學生

定所包括的範圍，所以過去的文獻多直接

接受適性教育的基礎，其中除了特殊教育

引 用 美 國 特 殊 教 育 法 （ Individuals with

之外，還包括其他許多服務，例如：相關

Disabilities Educational Act, IDEA）中的規

服務、支持服務、支援服務等，期待藉由

定（例如：周天賜，1994；李翠玲，2006），

這些服務讓特殊需求學生能獲得適性的教

但這些是否就是法定的服務內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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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7 年起，《特殊教育法》即加入

法規中並沒有對「相關特殊教育服務措施」

特殊教育以外之服務的提供，所呈現之用

和「相關專業服務」加以定義，倒是《特

詞包括「相關特殊教育服務措施」（第 3

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遴用辦

條）、「支援服務」
（第 15、26 條）
、
「提供

法》
（1999）中界定了「特殊教育相關專業

無障礙之學習環境及適當之相關服務」
（第

人員，指為身心障礙學生及其教師與家長

17 條）、「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

提供專業服務之專（兼）任人員」
，包括：

（第 24 條）
；2009 年和 2013 年的修法則

1.醫師；2.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及語言

使用了「相關服務措施」
（第 3、4 條）
、
「特

治療等治療人員；3.社會工作師；4.臨床心

殊教育相關服務」
（第 17 條）
、
「支持服務」

理、職業輔導、定向行動專業人員；5.其

（第 21、33、46 條）
、
「支援服務」
（第 24

他相關專業人員。而在教育部出版的「特

條）
。部分用詞有所更改，但整體而言則仍

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作業手冊」則重視復

缺乏具體定義。

健相關治療服務的部分（王天苗，2003）。

此外，做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接受適

但同時期的國內文獻介紹相關服務多以美

性教育之重要文件，《特殊教育法施行細

國 IDEA 中相關服務（related services）為

則》所規定之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內容，在

主。

1998 年時包括「特殊教育及相關專業服

2009 年修訂的《特殊教育法》使用「相

務」；2012 年公佈的內容則使用了「特殊

關服務措施」並同時出現在對身心障礙和

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兩者似乎不

資賦優異的定義─「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相同，但實質內涵如何呢？

措施之協助者」（第 3、4 條）
。《特殊教育

法規是實踐服務的重要依據，但如果

法施行細則》
（2012）第九條定義個別化教

用詞定義不清，不僅相關工作人員不易溝

育計畫為「運用團隊合作方式，針對身心

通，且對服務的提供亦無一致標準，家長

障礙學生個別特性所訂定之特殊教育及相

提出申訴時也無法做為判斷之依據。因

關服務計畫」
。不管是「相關服務措施」還

此，筆者試著從《特殊教育法》及其子法

是「相關服務」
，在法規資料庫英文版條文

相關條文及國內外文獻，探討特殊教育法

中均使用 related services。不過，這裡的相

所使用「服務」之用詞的內涵。

關服務或 related services 是否指的是「相關

貳、相關服務還是相關的服務
1997 年《特殊教育法》對身心障礙的
定義為「係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顯著障礙，
致需特殊教育和相關特殊教育服務措施之
協助者」（第 3 條）
，而個別化教育計畫則
要求包括「特殊教育及相關專業服務」
。但

TAO

的服務」而已呢？因為就適用對象而言，
就 不 宜 直 接 引 用 美 國 IDEA 對 related
services 的定義。所以，所謂的相關服務會
不會只是相關的服務呢？

參、支持服務與支援服務
《特殊教育法》及其子法中並未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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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服務有明確定義，倒是在法規中運用了

1.支持服務適用身心障礙學生；

其他的用詞，包括「支持服務」
（第 21、

2.支持服務由學校、幼兒園和社會福

33、46 條）、「支援服務」
（第 24 條）。雖

利機構提供；

然在英文條文中，此二種服務均使用

3.支持服務是為滿足身心障礙學生在

support services，但就中文條文說明二者並

校（園）學習及生活需求。

不相同。以下先說明《特殊教育法》所界

若從前述立法理由說明觀之，支持服

定的服務內涵。

務應包括原本的教育輔助器材和相關支持

（一）支持服務

服務。因此，原《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

2009 年特殊教育法第 33 條規定：
「學

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辦法》（1999 年《高

校、幼稚園、托兒所及社會福利機構應依

級中等以上學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

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園、所）學習及生活

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實施辦法》
）第 7 條

需求，提供必要之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

規定相關支持服務應於身心障礙學生個別

持服務。」而 2013 年再次修訂為：

化教育計畫或個別化支持計畫中載明。亦

學校、幼兒園及社會福利機構應依身

即身心障礙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和個別

心障礙學生在校（園）學習及生活需求，

化支持計畫均應包括所需的支持服務。但

提供支持服務，包括：1. 教育輔助器材、

問題是《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對個別化

2.適性教材、3.學習及生活人力協助、4.復

教育計畫所應包括之項目並未包括支持服

健服務、5.家庭支持服務、6.校園無障礙環

務，而是「相關服務及支持策略」
。而高等

境、7.其他支持服務。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的個別化支持計畫

經主管機關許可在家實施非學校型態

則包括「支持服務及策略」
。

實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適用第一款至
第五款服務。

（二）支援服務

立法院（2013）所列之修訂理由為：

2009 年《特殊教育法》第 24 條規定：

原條文僅規定應提供教育輔助器材及

「各級主管機關應提供學校輔導身心障礙

支持服務，卻未明確規範支持服務之項

學生有關評量、教學及行政等支援服務」。

目，使得所有支持服務之規範僅於子法「身

而根據《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

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

置及實施辦法》
（2012）所列之支援服務項

辦法」規範，為落實相關規定，爰於本條

目為：

增訂支持服務項目。
而新修訂條文所列之支持服務內容已

TAO

1. 評量支援服務：包括學生篩選、鑑

定評量及評估安置適切性等。

包括《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

2. 教學支援服務：包括特殊教育課程、

支持服務辦法》
（2012）所列之所有項目。

教材、教法、教具、輔導及學習評量等。

從前述條文，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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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支援服務：包括提供專業人力、

特殊教育諮詢或資訊、特殊教育知能研 的 公 立 教 育 （ free appropriate public
習、評量工具、輔具、相關設備或社區 education）之目標；而我國支持服務是考
資源等。
2011 年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
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之教學原則及輔導

量到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學習及生活需求，
而且經主管機關許可在家實施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也適用。

辦法》第 8 條規定「學校應提供教師輔導

雖然相關服務是相當廣泛的概念，幾

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有關教學、評

乎凡是有可能協助學生自特殊教育獲益者

量及行政等支援服務。」2012 年的《高級

皆屬之（Imber & Gell, 2010）
，也經常被批

中等以下學校辦理特殊教育方案及補助獎

評為缺乏明確定義，但從過去的相關判例

勵辦法》第 8 條第 2 項亦規定：
「學校應就

則可歸納出：相關服務只提供給需要特殊

執行特殊教育方案教師之需要，提供行

教育的學生，而且相關服務必須有助於學

政、教學、輔導及評量之支援服務。」

生自特殊教育獲益，故僅限於就學期間提

從上述的條文規定可知：

供（Imber & Gell, 2010）
。此外，至少可以

1.支援服務適用的對象是學校或老

確定相關服務的提供是由 IEP 會議決定

師；

（李慶良，2004）。

2.支援服務由主管機關或學校提供；
3.範圍包括評量、教學和行政。

反觀國內，「應依在校學習及生活需
求」提供支持服務，其中「需求」是指學
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或支持計畫中的「需求」

（三）綜合分析

嗎？要滿足到什麼程度呢？而且滿足此需

綜合前述《特殊教育法》對支持服務

求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呢？似乎在特教法中

和支援服務之規定，可知支援服務實施的

並未講明。缺乏目的性，在執行上若遇學

對象為學校或老師，因此本質上不屬於相

生家長覺得支持服務權益受損而提出申訴

關服務的範疇。而支持服務就其包括的項

時，可能會造成難以決定要提供學生什麼

目及相關規定，比較像是所謂的相關服

樣的服務、或所提供的服務要滿足學生何

務。以下先分析我國特殊教育中的支持服

種程度的需求，才不會損及權益。
TAO

務和美國 IDEA 及其規定（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USA, 2006）的相關服務之範
疇如表 1。
1.提供服務的目的性
從表 1 中可知，在目的上，美國的
IDEA 規定相關服務的提供以協助身心障
礙兒童能從特殊教育獲益為主，並進而達
到 IDEA 對身心障礙兒童接受免費且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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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特教法規及美國 IDEA 對支持服務／相關服務之規定
項目

我國特教法及相關子法

IDEA 法案及其規定

使用名詞

支持服務

Related services

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園、所）學習

用以協助身心障礙兒童能從特殊教育

及生活需求

獲益

1. 教育輔助器材

交通服務（Transportation）
、語言治療

目的
項目

2. 適性教材（指點字、放大字體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與有聲書籍及其他點字、觸覺 Services）、聽力服務（Audiology）、
式、色彩強化、手語、數位等 翻譯服務（Interpreting Services）
、心
學習材料）

理服務（Psychological Services）
、物

3. 學習及生活人力協助（學習協 理治療（Physical Therapy）
、職能治療
助包括：錄音與報讀服務、提 （occupational therapy）
、休閒-包含具
醒服務、手語翻譯、同步聽打 治療性的休閒（Recreation）、學校社
員、代抄筆記、心理、社會適 工 服 務 （ Social Work Services in
應、行為輔導及其他必要服

Schools）、早期鑑定與兒童障礙評量

務；生活協助包括：日常生活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所需能力訓練與協助）

of disabilities in children）
、學校健康與

4. 復健服務（相關專業人員進行 護理服務（School Health Services and
評估、訓練、諮詢、輔具設計 School Nurse Services ）、 諮 商 服 務
選用或協助轉介）
5. 家 庭 支 持 服 務 （ 提 供 家 長 諮

（ counseling ） - 包 括 復 健 諮 商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定向行

詢、親職教育及特殊教育相關 動 服 務 （ Orientation and Mobility
研習與資訊，並協助家長申請 Services）、診斷及評估目的的醫療服
TAO

服務）

務（Medical Services）
、家長諮商與訓

6. 校園無障礙環境

練（Parent Counseling and Training）

7. 其他支持服務

等。

規範

個別化教育計畫或個別化支持計畫

個別化教育計畫

提供者

學校

學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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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務的內容

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辦法》

依 2013 年新修訂之《特殊教育法》第

（2012）尚未修正，不過若依《特殊教育

33 條內容，支持服務項目除了過去的學習

法》條文修訂，則可能修改為「身心障礙

協助、生活協助、復健服務和家庭支持服

學生支持服務辦法」
，如此一來，是否所有

務外，還包括了教育輔助器材和無障礙環

的支持服務都要列為個別化教育計畫或個

境，所涵蓋範疇變大了。其中的復健服務

別化支持計畫呢？

為過去的相關專業服務，根據《特殊教育

即使是原本規定個別化教育計畫和個

支 援 服 務 與專 業 團隊 設 置 及實 施 辦 法 》

別化支持計畫要列相關支持服務，但只有

（2012）規定，相關專業人員包括專科醫

個別化支持計畫內容包括「支持服務」
，個

師、物理治療師、職能治療師、臨床心理

別化教育計畫只列「相關服務」
，若以兩者

師、諮商心理師、語言治療師、聽力師、

用詞推論之，則個別化教育計畫中的相關

社會工作師及職業輔導、定向行動等專業

服務是否等同支持服務或包含支持服務

人員。因此可提供之服務包括物理治療、

呢？因此，前述的支持服務項目，可能得

職能治療、心理服務、諮商服務、復健諮

全部列為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相關服務，如

商、語言治療、聽力服務、社工服務、定

此一來，我國的「相關服務」範疇即比美

向行動服務。

國 IDEA 要廣泛。

此外，原本教育輔助器材包括輔具和
無障礙器材，2013 年《特殊教育法》所列

肆、結論與建議

項目，看來是同時列有教育輔助器材和適

我國《特殊教育法》中雖使用了「相

性教材，就概念上似乎不是完全相同，除

關服務措施」、「相關服務」、「支持／相關

非適性教材不是無障礙器材，是另指其他

支持服務」、「支援服務」等用詞，但對相

的東西，否則未來得重新定義教育輔助器

關服務措施和相關服務並沒有具體的定

材。整體而言，2013 年《特殊教育法》的

義。從前述的分析可獲得幾點結論：

新條文把支持服務內涵擴大包括器材教

一、 相關服務不是相關服務

材、服務以及環境設施。
3.規範性

TAO

雖然我國《特殊教育法》也使用了「相
關服務措施」和「相關服務」的用詞且兩

現有條文的內涵包括原本教育輔助器

者英文均為 related services。但由於在條文

材和相關支持服務（教育部，2012）
，其中

中同時適用於身心障礙學生和資賦優異學

只有相關支持服務列入個別化教育計畫及

生，因此從適用對象觀之，應該不是吾人

個別化支持計畫，而 2013 年新修訂的《特

常引用之 IDEA 的相關服務，此外，從中

殊教育法》將教育輔助器材和相關支持服

文習慣用法觀之，所謂相關服務似乎應指

務合併為支持服務，目前《身心障礙學生

相關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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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支持服務與支援服務的內涵不同
雖然兩者都以身心障礙學生接受教育

持服務之內涵較 IDEA 的相關服務廣泛。
根據前述的結論，在實務上似乎宜進

主，且英文均使用 support services，但內

行以下的調整：

涵並不相同。在提供者與被提供者部分，

一、 宜對相關服務或相關服務措施加以定

支持服務為學校（機構）提供給身心障礙

義

學生滿足其在校學習與生活所需；支援服

法規是行政落實的依據，法規的用詞

務為主管機構提供給學校、或學校提供給

宜有具體定義，如此才不會產生各自表述

老師，以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在服務內容

的空間。過去以來我國《特殊教育法》使

部分，支持服務包括教育輔助器材、適性

用相關服務、相關專業服務、相關服務措

教材、學習及生活人力協助、復健服務、

施等用詞，但均未加以具體界定，國內相

家庭支持及其他支持服務；支援服務則為

關文獻均直接引用國外資料與定義，易流

評量、教學、行政三的向度。

於學者觀點，未來宜在相關子法中加以清

三、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相關服務似乎為支

楚定義，以為行政甚至申訴決定之依據。

持服務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2012）對身

二、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相關服務宜改為支
持服務

心障礙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內容規範為

由於相關服務缺乏明確定義，而且相

「相關服務」，而非原本的「相關專業服

關法規也強調要把支持服務放進個別化教

務」
。但由於未界定相關服務的定義而且施

育計畫中，基於讓教學現場有具體明確的

行細則中對高等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的

用詞可依循，建議國內不一定要使用相關

個別化支持計畫內容，規定要包括「支持

服務，而可以直接使用支持服務做為個別

服務」
；此外，在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

化教育計畫的內容項目。

材及相關支持服務辦法亦規範，
「相關支持

三、 明確規範如何提供支持服務

服務，應於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

《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

或個別化支持計畫中載明。」因此，在個

支持服務辦法》
（2012）規定「學校（園、

別化教育計畫的相關服務似乎是指支持服

所）及機構應視身心障礙學生需求，優先

務。

運用或調整校內既有教育輔助器材，或協

四、 支持服務概念較美國 IDEA 的相關服

助向各該管主管機關申請提供教育輔助器

TAO

務範疇為廣

材，並負保管之責。」以及「學校（園、

《特殊教育法》
（2009）使用「相關支

所）及機構得向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申請提

持服務」，其內涵以服務為主，較像美國

供相關支持服務，或向各該管主管機關申

IDEA 的相關服務。但 2013 年《特殊教育

請補助經費。」前者指對教育輔助器材和

法》
，將原來的教育輔助器材、相關支持服

適性教材的提供，學校以運用現有或協助

務和無障礙環境統稱為支持服務，新的支

申請為主，後者則是指得申請相關支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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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和經費補助。目前二者合併為支持服

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實施辦法

務，學校要如何提供呢？以目前學校提供

（1999 年 9 月 29 日）。

特殊教育服務所需經費多來自主管機構的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

情況下，如果要明載於學生的個別化教育

班之教學原則及輔導辦法（2011 年 5

（支持）計畫內，如何確保學校一定能據

月 16 日）。

以提供，有賴更具體的服務提供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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