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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例教學法增進特殊教育師資培育
課程理論之落實探討
李翠玲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摘 要
案例教學法是從教學現場取材，以現成案例或自撰案例方式透過小組討論、分享
與回饋等過程，將教育專業落實於實務的一種方式。在培育未來特殊教育教師的特殊
教育師資培育課程中，理論落實實務有其必要性。本文透過案例教學法的發展沿革與
特色，闡述其在特殊教育師資培育課程應用之可行性，並以實務導向的課程為例說明
其實施過程與方式，期能提供特殊教育師資培育課程之參考，以利特殊教育專業理論
落實實務之目標。
關鍵詞：案例教學法、特殊教育、師資培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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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se-based instruction is a kind of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matters happened in
schools and classes. It used the existing cases or written cases through small group
discussions, sharing and feedback process. The expertise of education would be
implemented into practice through case-based instruction. To develop futur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it was important to take theoretical implementation of
practice as the main curriculum goals. This article tried to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se-based instruction, described the applica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and practice-oriented courses as an example of their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methods, reference can be provided to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in order to facilitate speci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bstantive goals.
Keywords: case-based instruction,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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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案例教學法（Case method; Case-based
instruction; Case method instruction）是一
種以案例為材並進行案例討論的教學方
法，此教學法重視案例的探析與問題解決
能力的培養（王金國，2012）。相較於傳
統的教學方式，教師透過案例教學，傳達
了更多的實務知識（Shulman, 1992），該
教學法常被視為進行師資培育時理論與
實務間的橋樑（許嘉予、陳麗圓，2009）
。
特殊教育師資培育重點在為未來特殊教
育教師作準備，培養優質的特殊教育教
師，並將特殊教育專業理論落實於特殊教
育教學現場中，因此案例教學法的特性應
有助於此以理念之實現。目前國內將案例
教學法使用於特殊教育師資培育課程之
論述並不多，有待充實。本文首先說明案
例教學法之發展與實施，進而說明案例教
學法在特殊教育師資培育課程使用情
形，最後以案例教學法融入一個特殊教育
師資培育之課程，以闡釋其應用，期能有
助特殊教育專業理論之落實。

貳、案例教學法發展與實施
案例教學法起源於哈佛大學法學
院，在 1870 年代法學院院長 C. C. Langdell
認為法學院應該是將法律當成科學來研
究的地方， 就像大學其他系所利用科學
方法來研究他們的學科一樣。科學家可能
以解剖老鼠來瞭解牠的器官是如何運
作；而藍德爾則以「解割」案例來發現法
律是如何這作的，並且經由班級討論的案
例教學，讓學生參與這項科學過程（張民
杰，2000；Moskovitz, 1992）
。之後推廣至
商學院，透過每一個企業實例成為學生的
資產，提供學生判斷的廣泛基礎 (Merseth,
1991)。大約在 1924 年，哈佛大學教育學
院開始推動案例教學法。
我國最早為文將案例教學法介紹者
是台東師範學院（現為台東大學) 的汪履

維教授，發表「在師資養成教育中應用『案
例法』與『自傳法』的經驗」（汪履維，
1995 )，讓台灣教育學術領域人士開始注
意到這項教學法。高薰芳（1999）將案例
教學法使用於提升職前教師專業知能發
展、應用與評鑑。姚如芬（2005）使用於
數學師資培育，林玫君（2005，2006）應
用於國小表演藝術課程。沈羿成與劉佩雲
（2012）發現以問題為核心的教學案例討
論模式，有助於提升教師的問題解決能力
與能促進系統化教學專業能力。國立東華
大學於 2011 年與 2012 舉辦「案例教學研
討會」，強調這是台灣師資培育的新旅程
（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編，
2011，2012）。柯秋雪（2012）將案例教
學應用在早期療育實習與專業知能成長
上。李慧玲（2015）以案例教學法融入在
生命教育課程。王佳瑜（2015）應用案例
教學於高職特教班之性教育，結果發現案
例教學有助於智能障礙學生判斷性事件
的原因與後果的嚴重性，並有助於遭遇性
問題時的解決策略與保護自己。顯然案例
教學法在我國教育領域之發展已經長達
二十年之久，至今仍方興未艾。
案例教學法的主要特色在於它在教
學過程中，適時利用案例（case）為材，
讓學習者透過案例的討論與評析來進行
學習（王金國，2013）。案例教學法強調
案例取材於教學實務現場，因此案例教學
法是連結教學實務很有力的方法。通常案
例的來源包含兩種，一種是採用現成案
例，一種是自撰案例。現成案例的案例教
學實施過程主要有三大階段，包括（一）
學生接收案例並獨自研讀它；（二）學生
參與小組討論，在小組中針對該案例進行
探究；（三）學生對案例進行省思與統整
（Ｍeyers & Jones, 1993）
。自撰案例的實
施歷程則是先撰寫案例、撰寫者的思考，
再做案例討論、回饋與評論（吳英長，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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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教學法在特殊教育課程之
應用
案例教學法在特殊教育領域上的應
用 上 亦 有 多 篇 論 文 ， 國 外 有 Elksnin
(1998 )、McNaughton、Hall 與 Maccini
(2001) 、 Pindiprolu 、 Peterson 與 Rule
( 2003)、Baker (2005)、Butler、Lee 與
Tippins (2006) 等多位學者進行相關實證
研究，內容包含案例教學法使用心得調
查、特殊教育師資培育課程、應用於應用
行為分析、多元文化、發展特教專業知能
等。
目前國內將案例教學法使用於特殊
教育師資培育課程特教師資生者為「學習
障礙教材教法」課程（許嘉予、陳麗圓，
2010）。其實施方式包括發展案例與實施
案例教學法兩階段，結果發現對特殊教育
師資生的成效包括：增加對教學實務的認
識、增加師生互動機會、編製教材時有具
體思考的方向、增進訓練思考的機會與增
加應用理論於實務的認識等。
有鑑於案例教學法強調落實教學實
務的特色，除了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課
程外，在特殊教育師資培育課程中亦強調
實務導向的「特殊教育教學實習」課程以
及「個別化教育計畫理念與實施」（簡稱
IEP）課程都是適用課程。其中實習課程
應以師資生在實習現場所面臨的教學實
務問題自撰案例方式，再從中引出議題、
討論、回饋與完成案例為宜，以培養其解
決教學問題能力。而 IEP 課程則可取自現
成真人實事案例，案例中應隱含學生特殊
需求的線索，議題則針對 IEP 的過程，透
過小組討論與回饋，以習得撰寫 IEP 的專
業知識。

肆、案例教學法實施過程示例
針對案例教學法實施於特殊教育師
資培育之課程，筆者曾經實施於 IEP 課程

中，特殊教育師資生普遍反應案例教學法
能夠「強化理論與實務的連結」，效果相
當不錯。其作法為：在準備實施案例教學
法前，應先蒐集或撰寫案例，這些案例必
須隱含特殊教育需求，供小組討論之用。
茲以其中一個案例為範例說明：在進行案
例教學法前，先講授 IEP 的專業知識，之
後放映「阿貴的音樂之旅」紀錄片，以加
強學生印象，再發下由筆者撰寫之書面案
例，經導讀後，將全班隨機分組，進行約
三十分鐘小組討論，之後由各組報告，教
學者適時給予回饋。其中一個案例的案例
紀錄表內容設計如下：
一、案例標題：阿貴的 IEP
資料來源：改寫自紀錄片「阿貴的音樂之
旅」
內容：
阿貴是一名小學五年級的男生，全盲
兼輕度智能障礙，個性單純樂觀，雖然眼
睛看不到，但是有音樂天賦，會彈奏鋼琴
等十幾樣樂器，是○○特殊學校的住校學
生。王老師為了寫他的 IEP，因為要先瞭
解阿貴的現況能力，王老師對阿貴實施智
力測驗，結果是「無法施測」，由於依據
法令，IEP 中的學生能力現況包括「認知
能力、溝通能力、學業能力、生活自理能
力、社會化及情緒行為能力、行動能力、
感官功能、優弱勢與需求等」，王老師認
為只要觀察阿貴在家庭、學校與社區的表
現應該就能找出阿貴的起點能力。阿貴的
老家在台東，目前他住校，沒有跟父母同
住。王老師預計評量出他的特殊需求與優
勢弱勢能力後，就要進一步來針對他生活
與學習所需的能力來寫 IEP 目標。
二、議題
1. 針對王老師的想法，你認為要她要用什
麼評量方法？由於阿貴是住校，有關
「家庭」能力的觀察，她要如何解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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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家庭觀察的資料？
2. 如何將王老師在「家庭」觀察的評量所
得的資料應用於 IEP 中起點行為的撰
寫？要放在哪個領域？內容為何？
三、回應與反思
由於紀錄片中顯示王老師將阿貴帶
到她的家裡住，阿貴的生活自理能力、定
向行動能力皆有所展現，而影片與書面案
例內容亦呈現阿貴的音樂天賦與樂觀人
格特質，這些線索可使師資生理解「生態
評量」是適合阿貴的評量方式，並從影片
中得知阿貴的優勢能力為「音樂」與「樂
觀性格」
，而弱勢能力主要在「定向行動」
方面。接著按照進度，在 IEP 目標撰寫之
主題週次時，則該小組針對同一個案「阿
貴」設計目標，議題定為「針對阿貴的特
殊需求，請寫出他的 IEP 目標」
，當進度
到教學與特殊教育服務主題週次時，議題
則定為「請針對阿貴 IEP 目標編一份教
案」
，最後一個 IEP 撰寫的步驟是 IEP 目
標是否達成之評量，議題則為「要如何評
量阿貴是否達成 IEP 目標？並請根據 IEP
目標的評量結果編一份阿貴的成績單」。
最後針對阿貴在 IEP 過程的內容，彙整為
一份完整的 IEP。

肆、結語
案例教學法取材於真實的教學情
境，將這些真實發生的事件撰寫成案例，
並針對課程的重點擬定相關議題，教學者
引導學生使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以釐清觀
念並進一步達成問題解決的目的。案例教
學法對尚未踏出校門的師資生來說，由於
在教學現場的經歷不多，可由教學者提供
案例，而已在教學現場服務的大五實習學
生或現職教師，則可針對自己在教學現場
所經歷的難題自撰案例。這種結合理論與
實務的方式，將能夠提升反思與解決問題
的能力，因此有利於課程理論的落實實
務。然而優良與多元的案例仍需要不斷的

開發與累積，以供相關課程取材，因此仍
需多方蒐集，可從個案研究、國外現成案
例、真人實事改編之電影以及個人在教學
現場經歷的事件來取材，寫成案例，並應
結合課堂教學實作，驗證專業知識，反思
與實踐交互運作，透過做中學來提升教學
品質，如此才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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