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應檢視之法規清冊（CEDAW）

應檢視之自治條例清冊

101年10月31日前完成
項次 法規名稱 科室 承辦人 分機
1 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

監督自治條例
社教科 簡枝益 54503

2 臺中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自治條例

會計室 陳玟蓁 55808

應檢視之自治規則清冊

101年 11月 1日起至 102年 1月 31日前完成
項次 法規名稱 科室 承辦人 分機
1 臺中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 社教科 簡枝益 54503
2 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

法
幼教科 邱藍瑤 54402

3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
開放使用管理辦法

中教科 劉景富 54202

4 臺中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暫緩入學實
施辦法

特教科 巫淑卿 54616

5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
生就讀普通班
教學原則及輔導辦法

特教科 巫淑卿 54616

6 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
幼兒辦法

幼教科 呂佳芳 54405

7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
生獎助辦法

特教科 蔡蕙霞 54623

8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多元資
優教育方案獎
補助辦法

特教科 蔡蕙霞 54623

9 臺中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
收代辦費收支辦法

小教科 蔡晏玫 54303

10 臺中市山地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自辦
學生午餐補助辦法

體健科 王愉君 54703

11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方 特教科 林承助 54625



案申請辦法
12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評

鑑實施辦法
特教科 林筱茹 54612

13 臺中市市立高級中學收取學生費用辦
法

中教科 謝淑雲 54202

14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獎補助辦法 特教科 李侃儒 54622
15 臺中市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路聯繫及

運作辦法
特教科 蔡聿瑩 54621

16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特教科 林筱茹 54612

17 臺中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 社教科 張毓芬 54508
18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通費實施

辦法
特教科 陳玟樺 54614

19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幼稚園辦
理學生及兒童團體
保險辦法

體健科 劉懿瑱 54707

20 臺中市中小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 中教科 謝淑雲 54202

21 臺中市高級中學運動成績優秀學生申
請減免學雜費辦法

體健科 黃鈺婷 54706

應檢視之行政措施

102年 2月 1日起至 102年 4月 30日前完成
項次 行政措施名稱 科室 承辦人 分機
1 臺中市中小學值日夜工作臨時人員僱

用及管理要點
秘書室 鄭以璇 55629

2 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委
員遴薦要點

秘書室 劉夏豪 55624

3 臺中市立中小學校園規劃審議小組設
置及作業要點

秘書室 陳錞瑩 55654

4 臺中市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要點 特教科 蔡蕙霞 54623
5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設置要點
特教科 巫淑卿 54616

6 臺中市身心障礙幼兒身心障礙學生及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學雜引減免補助要
點

特教科 李侃儒 54622

7 101學年度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教育視
導工作計畫

督學室 詹人仰 54903



8 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及運作要
點

督學室 許淑酌 54906

9 101年度臺中市辦理教育部精進教學
總體計畫

督學室 許淑酌 54906

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國中小學書法
教學實施計畫

督學室 張銘芬 54903

11 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設置要點 督學室 游麗蓉 2229340
1

12 臺中市地方教育基金年度賸餘款處理
原則

會計室 陳玟蓁 55805

13 臺中市政府 101年推展全民國防教
育工作實施計畫

軍訓室 何中青 55103

14 臺中市政府 101年全國防教育考核
評鑑實施計畫

軍訓室 何中青 55103

15 臺中市政府 101年推展全國防教育
種能教師知能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軍訓室 何中青 55103

16 臺中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
定

中教科 劉秉岱 54214

17 臺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教科 陳盈君 54209
18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復學

就讀輔導及成績評量實施要點
中教科 莊則政 54204

19 臺中市強迫入學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教科 莊則政 54204
20 臺中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 中教科 劉秉岱 54214
21 臺中市私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及轉學生

入學實施要點
中教科 劉秉岱 54214

22 臺中市學生及幼童交通車管理要點 社教科 鄭博仁 54509
23 臺中市各級學校交通導護志工隊設置

要點
社教科 鄭博仁 54509

24 臺中市國民小學學童課後委託接送管
理要點

社教科 鄭博仁 54509

25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執行學生交通導護
工作實施要點

社教科 鄭博仁 54509

26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供應執
行要點

體健科 王愉君 54703

27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校午
餐廚房工作人員管理要點

體健科 王愉君 54703

28 臺中市低碳校園認證作業要點 體健科 邱書敏 54703
29 臺中市學校午餐健康促進委員會設置

要點
體健科 顧玉梅 54708

30 臺中市山地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自辦
學生午餐補助辦法

體健科 顧玉梅 54708



31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幼兒園辦
理學生及幼兒團體保險辦法

體健科 江立琦 54708

32 臺中市學校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體健科 江立琦 54708
33 臺中市政府健康兒童選拔要點 體健科 朱倖槿 54707
34 臺中市體育獎金發給要點 體健科 廖政凱 54706
35 臺中市高級中等運動成績優秀學生申

請減免學雜費辦法
體健科 廖政凱 54706

36 臺中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
班設置要點

體健科 廖政凱 54706

37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國民中小學假
期體育育樂營實施及考核要點

體健科 劉蕙萱 54704

38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學校運動團隊
出國比賽及移地訓練要點

體健科 林育瑛 54705

39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重點發展單
項運動遴選要點

體健科 薛承祐 54709

40 臺中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
定

小教科 徐偉翔 54309

41 臺中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 小教科 巫春慧 54308
42 臺中市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小教科 徐偉翔 54309
43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藝能及活動科目教

科圖書借用要點
小教科 徐偉翔 54309

44 臺中市公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及入
學實施要點

小教科 巫春慧 54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