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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111學年度特殊教育行政支持業務說明會實施計畫 

 

一、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15條及第 44條。 

二、目的： 

(一)順利推展本市各項特殊教育業務行政工作，促進本市特殊教育發展。 

(二)協助各校妥善辦理各項特殊教育業務行政工作，落實各項特殊教育服務

措施。 

(三)保障特殊教育學生受教權益，提昇特殊教育教學、輔導品質。 

(四)有效整合特殊教育相關資源，協助各級學校特殊教育之執行及提供諮詢、

輔導等服務，並建立完整行政支持網絡。 

三、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協辦單位： 

(一)臺中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東區臺中國民小學）。 

(二)臺中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 

(三)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東區樂業國民小學）。 

五、參加人員： 

臺中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校、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特殊教育

業務承辦人員。 

六、辦理日程： 

111年 8月 22日（星期一）至 111年 9月 19日(星期一) 

七、辦理方式： 

(一)本次說明會將以線上非同步影片進行，無需進行報名程序。 

(二)說明會影片連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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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說明會請學校務必指派 1名特教業務承辦人於影片開放期間：111

年 8月 22日(星期一）至 111年 9月 19日(星期一)前往觀看。並請參

加人員觀看後於影片上指定連結完成簽到及回饋單填寫。 

八、辦理是項活動績效良好之工作人員，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 

九、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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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科業務報告 

承辦人：朱韋憶(分機：54613) 

一、特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原 12年就學安置) 

(一)本市 112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承辦學校為「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二)本市高中教育階段不提供在家教育巡輔服務，學生須可實際到校就讀為主，

有關書籍費、制服費及伙食費依實際到校日數依實核發(特教學校)。 

(三)本市 112學年度身障學生適性輔導安置作業期程尚處規劃階段，部分作業

時程仍會參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之適性安置作業時程規劃。以

下作業時程為預訂期程，確認版部分將於近期公告週知。 

1. 111年 11月底前→各校完成開缺填報。 

2. 111年 12月→公告本市 112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3. 112年 2月→適性輔導安置網路報名。 

4. 112 年 4 月→集中式特教班能力評估(請設有集中式特教班之學校務必

派員支援)。 

4月底→非智類晤談作業。 

5. 112 年 5 月→集中式特教班唱名安置(請設有集中式特教班之學校務必

派員出席)。 

6. 112年 5月底→公告安置結果。 

7. 112年 6月中下旬→集中式特教班及特教學校辦理報到。 

8. 112年 7月→非智類辦理報到。 

9. 112年 8月→餘額安置學生辦理報到。 

(四)為掌握身心障礙學生入學管道資訊填報確實，倘學校未即於本局適性輔導

安置簡章報到時間截止前完成網路填報，或系統關閉後欲修正學生入學管

道方式，請學校務必函報本局修正。 

二、高級中等學校身障學生重新安置 

(一)依據教育部國教署「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重新安置作業要點」規定，

於每年 5 年及 12 月辦理校際重新安置，申請重新安置之學生，學校須檢

附學生三個月內之輔導紀錄送本市鑑輔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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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倘欲轉安置至外縣市之學校(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高雄市及教育部

國教署管轄之學校)，請務必先行確認對方學校尚有缺額，始得提出申請，

申請時，請以正式公文函報本局。 

三、身心障礙學生臨時職業輔導員 

(一)設有集中式特教班之學校倘欲轉介學生予職輔員進行職場實習輔導，請務

必填妥轉介表，俾利本局追蹤學生轉介情形。 

(二)請學校務必每月準時撥付職輔員薪資，以利人員安心就業。 

 

四、特教學生性別平等案件 

(一)為照顧特殊教育學生權益請學校處理涉及特教生之校園性別事件調查時

建請遴選至少一名瞭解該生障別及特質之專家學者或特教教師進入調查

小組協助調查俾利事件釐清及案件後續處理事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防治準則第 23 條及教育部 104 年 7 月 15 日臺教學(三)字第

1040091045號)。 

(二)本局已將本市特教性別平等教學媒材相關資訊整併，置放於本市特教資

訊網(http://spec.tc.edu.tw/)→教學與教材→特教教材網→「特教生

性別平等教育教材」項下，提供性平相關教材、法規及學習單等資料，

教師可依特教生各障別特性、特殊溝通及特殊需求，訂定個別化教育計

畫，教導性平教育議題，提升人身安全保護概念。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編製「身心障礙類性別平等

教育教材」及「身心障礙類性教育教材」等 2項教材並將電子檔掛載於國

教署特教網路中心本局已函請各校善加下載利用並納入相關研習推廣。 

(四)為使本市特教學生瞭解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本局製有「智能障礙篇-無障

礙實習生」及「視覺障礙篇-聽見妳飛翔」等 2 部微電影，並以國中及高

中階段之身心障礙學生為宣導對象，拆解其能理解的方式教導性別平等教

育概念，做為推動本市特教學生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是項微電影連結已掛

載於「本市特教資訊網(https://spec.tc.edu.tw/)→教學與教材→特教

教材網→特教生性別平等教育教材」，請各校於校內宣導或辦理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研習時多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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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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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科業務報告 

承辦人：巫淑卿(分機：54616) 

一、高中教育階段無法自行上下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助費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補助主管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市立特殊教育學校特

殊教育經費作業要點業於 105年 9月 8日以中市教特字第 1050062646

號函下達。 

（二）補助對象：經專業評估無法自行上下學且未搭乘免費交通工具（如交通

車或復康巴士）之身心障礙學生；經本市許可在機構或團體實施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之無法自行上下學身心障礙學生則由設籍學校協助提出

申請。 

（三）補助原則：每位學生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 4,000元(平均每月800元)。 

（三）申請流程： 

1、無法自行上下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助費，於每學年度上、下學期定期

受理申請，實際之申請起訖日期、受理單位、核發方式及所需表件將另

函通知，請依公文規定期程及注意事項內容配合辦理。 

2、請各校依據學生各方面能力狀況，規劃輔具、教學及輔導相關訓練，確

實登錄至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中，避免影響學生權益；符合資格者由家

長或監護人檢具相關表件，於規定期程內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並經各

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初審通過後，由學校協助提報交通補助費申請。 

3、各校應由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及相關教師、學生家長及相關專業人

士，以團隊合作方式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會議，依據教育部特殊

教育通報網－『交通服務』相關內容進行專業評估，並於規定期限內至

教育部特教通報網－交通服務系統完成提報申請作業(包含「交通服務

申請」、「上下學交通環境」及「上下學相關能力表現」等三部份)。 

4、學校於申請期限結束後兩週內依本局電子公告內容進行補件及繳交相關

佐證資料： 

－有配置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之學校請務必填報「未搭乘交通車原因一覽

表」並逐級核章。 

－身心障礙學生有上暑(寒)期輔導者，請學校協助提供繳費及出席狀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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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證明文件(格式不拘)。 

－個別化教育計畫(IEP)相關內容應包含學生基本資料、行政支援服務、

特教通報網交通服務表件(「交通服務申請」、「上下學交通環境」、「上

下學相關能力表現」)及上一學期訓練結果(新轉入個案免付)。 

－有關「應屆畢業生畢業典禮日期」部分，請學校將畢業典禮日期以電子

郵件寄至承辦人信箱(f21113@taichung.gov.tw)。 

5、審查結果將另函通知，請各校務必轉知家長，並依本局核定公文先行掣

據送局辦理經費核撥事宜；並於每年度 7 月 15 日及 1 月 15 日前依實

際支應情形填寫支出明細表送局核備，若有賸餘款則請依公文規定辦理

經費繳回作業。 

6、對審查結果有疑義者，請學校協助家長填寫申請表件，請依規定期限備

齊相關佐證資料提出再審查申請並送本局彙辦。 

（四）審查原則： 

1、身心障礙學生應符合下列條件，始得申請交通補助費： 

(1)具學籍，並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認)定通過。 

(2)未於學校住宿。 

(3)教育鑑定類別為「學障」、「聲音或語障」未併有情緒行為與肢體障礙

者，或安置「在家教育」者不予補助。 

(4)身心障礙學生已搭乘免費上下學交通車、無正當理由不利用所提供之

交通工具或已領有其他交通補助費者，不予補助本項交通費。 

2、符合下列原則者予以補助： 

(1)國小低年級學生因「輕度」智能障礙、腦性麻痺、肢體障礙、視覺障

礙、聽覺障礙、自閉症或多重障礙等因素，導致無法自行上下學。 

(2)國小中年級以上及國中、高中階段學生因「中、重度以上」智能障礙、

腦性麻痺、肢體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自閉症或多重障礙等因

素，導致無法自行上下學。 

(3)認知心理功能障礙經教導後社會適應仍有顯著困難，導致無法自行上

下學(含自閉症及情緒行為障礙)。 

(4)因身體病弱或體能無法負荷較長距離(約 500 公尺以上)的步行，雖

能完成但仍行動緩慢，導致無法自行上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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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自願性無法搭乘交通車者或者僅搭乘單趟者。 

3、其他斟酌考量項目： 

(1)上下學路程及交通狀況。 

(2)學生在學校或社區間的移動實際情形有顯著困難。 

(3)教師在學校已經提供相關課程教學，但仍需時間訓練。 

(4)學生就讀年級。 

4、考量公務資源之妥善運用，身心障礙學生就讀配置有交通車之學校，如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本項交通費： 

(1)上學或下學已搭乘交通車者。 

(2)交通車仍有座位，且在已規劃之搭乘路線範圍內者。 

(3)因額外參加自願性課輔(如早修、第 8節)或其他醫療活動而無法搭乘

交通車者。 

(4)因其他原因無法配合交通車接送時間者。 

5、審查方式以一學年一次為原則，倘因申請個案手冊到期、障礙類別程度

變動及交通車服務狀況變動者，得重新審查。 

二、提升特殊教育教學知能與師資素質： 

（一）目的：為落實特殊教育相關法令規定，強化教師特殊教育教學專業知能，

增進特殊教育教學輔導成效，提升特殊教育教學品質。 

（二）對象：本市所屬各級學校及其現職教師。 

（三）辦理方式： 

1、各校應依規定進用特殊教育合格師資擔任本市各類特殊教育班教師。違

反前述規定者，本局將納入該校校長年終成績考核與各項教育經費補助

審核依據。 

2、現任特殊教育班非合格特殊教育教師，應於三年內開始特殊教育合格師

資進修課程，否則不得續聘特殊教育班教師。 

3、各校應利用不影響課務時間規劃辦理特殊教育知能在職進修研習活動，

鼓勵「尚未修畢特殊教育相關學科三學分以上」且「參加各項特殊教育

專業知能研習活動，累積研習時數未達五十四小時以上」之現職普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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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師參加，並鼓勵教師參加特殊教育短期在職進修或專業知能研習活

動，修習相關學程(科、分)或專業知能。 

4、依據本局特殊教育專業社群實施計畫，各校應鼓勵教師組織特殊教育教

學知能專業成長社群，提升教師教學知能與素養。 

5、鼓勵學校主動薦送普通教育教師進修特殊教育學程，取得特殊教育教師

合格證照，以提昇本市特殊教育師資合格率，並儲備本市特殊教育人力

資源。 

（四）獎懲： 

1、本局得依據各校每年度執行本計畫成效辦理相關人員獎懲事宜，並納入

學校校長年終成績考核審核依據。 

2、本計畫執行期間，學校當學年度具備「特殊教育系所組畢(結)業」資格

以及「參加各項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活動，累積研習時數達五十四小

時以上」之全校教職員比率較前學年度增加百分之十五(含)以上者，得

提報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比照「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

要點」相關規定核予獎勵，主辦人員一人記嘉獎二次，協辦人員四人以

下各記嘉獎一次。 

三、特教通報系統業務評比： 

（一）目的：強化本市特教通報系統之完整性及正確性，俾確實掌握特殊教育

各項資料與數據，作為本市特殊教育措施規劃及教育資源分配之依據。 

（二）對象：本市市立高中職、公私立國中小、公私立幼兒園、立案教養機構

及特殊學校。 

（三）評比內容： 

1、學務系統：分成完成時效性、資料完整性與正確性等 3 項評比：上學期

為 9 月、12 月，下學期為 4 月、6 月，全學年共 4 次。 

2、轉銜通報：轉銜表產生、各欄位及轉銜受理單位填寫、學生資料異動或

接收的時效性和正確性。其中，應屆畢業生轉銜表於 7 月初檢核時效

性，9 月、10 月、11 月 3 次檢核轉銜表填寫與內部資料完整性。 

3、鑑定安置：依規定期程提報鑑定個案，鑑定後接收個案並填寫詳細資料。 

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實施概況檢核表：每學期開學一個

月內，上網更新檢核表學生數和教師數資料，並於該學年度 6 月 15 日

前確認資料輸入完畢，需具體且完整填寫檢核項目之「實施概況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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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成果說明」。 

5、專業團隊服務及助理員(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需依規定時

程完成網路申請作業；點選專業團隊治療師出勤狀況並填寫行政績效評

估表；通知治療師於第一次到校服務後完成「評估表」、「評估結果建議

書」，每次服務皆須完成「個案服務紀錄」；通知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

助理人員填寫「助理服務紀錄」。 

6、視障用書、學障有聲書：依規定時程完成網路申請作業，並於期限內回

報到書狀況。 

7、巡迴輔導：依規定點選巡輔教師出勤狀況，並通知巡輔老師每次服務需

完成「個案服務紀錄」。 

8、輔具系統:依規定時程完成網路申請作業。 

9、特教學生交通服務系統：依規定時程完成網路申請作業。 

10、其它：校內特教生人數和業務承辦人年資列入評比加分項目。 

（四）獎懲標準： 

1、各教育階段評比結果全學年(上、下學期)總成績為優等的公立學校及幼

兒園核予承辦人員嘉獎乙次，私立學校及幼兒園則頒發獎狀乙幀，以資

鼓勵。 

2、各教育階段評比結果全學年(上、下學期)總成績乙等以下者，將列為追

蹤輔導對象，本局得視情形安排特教業務承辦人員個別調訓。 

3、等第及分數： 

等第 分數 

優等 91 分以上 

甲等 81 分~90 分 

乙等 71 分~80 分 

丙等 61 分~70 分 

丁等 低於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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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科業務報告 

承辦人：劉依凌(分機：54614) 

一、112 年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計畫-作業期程 

期程 工作內容 備註 

111年約 10月中旬 

函文至學校，請有申請需

求之學校於指定時間內提

報計畫至教育局。 

本項經費為教育部部分補助

經費，教育局發文時程依教

育部來函辦理 

111年約 11月中旬 
教育局召開審查會議，審

查各校申請計畫。 

 

111年約 12月 

教育局向教育部申請本市

無障礙校園環境改善計畫

經費。 

 

112年約 4月 
教育局核定獲補助學校無

障礙經費。 

本項經費為教育部部分補助

經費，教育局發文時程依教

育部來函辦理 

112年約 6月 
教育局召開設計圖說審查

會議 

 

 

二、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 

(一）「特殊教育法」第 33 條第 4 項規定：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者，

由各主管機關免費提供交通工具；確有困難提供者，補助其交通費；其

實施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二）「教育部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工作行政協調會議」業務報告： 

1.提供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服務或交通費之前，應由家人協助或訓練學

生自行上下學，經專業評估確認無法自行上下學時，並經學校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通過，提供交通車服務；確有困難提供者，提供交通費，

學生提供交通服務評估應納進個別化教育計畫中，才提供免費的交通

車服務或提供交通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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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務必審慎評估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乘坐需求及交通費申請。 

（三）有關「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規定，摘要如下： 

1.第 7條：學生交通車除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外，並得投保汽車

乘客責任險及汽車第三人責任險。 

2.第 8條：學生交通車載運人數不得逾汽車行車執照核定數額。 

3.第 9條：公私立學校應妥善規劃學生交通車之行車路線，擇定安全地

點供學生上下車，並將行車路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4.第 10 條：學生交通車之駕駛人，除不得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 81條第 1項各款所定事項外，並應同時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1)年齡 65歲以下；(2)具職業駕駛執照；(3)最近 6個月內無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規記點達 4點以上，且最近 2年內無肇事紀錄；

但肇事原因事實，非可歸責於駕駛人者，不在此限。 

5.第 11 條：學生交通車之駕駛人就任前及每年 7 月應至公立醫院或勞

保指定醫院健康檢查，其檢查結果應留存公私立學校以備查考，並於

15日內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駕駛人有異動時，亦同； 

駕駛人罹患足以影響行車及學生安全之疾病，公私立學校應令其暫停

駕駛工作，病癒取得醫院健康檢查證明，始得繼續駕駛。 

6.第 12條：學生交通車內適當明顯處應設置合於規定之滅火器、行車

影像紀錄器、緊急求救設施，及其他符合規定之安全設備。 

前項行車影像紀錄器應具有對車輛內外之監視功能，其紀錄應保存 2

個月。 

學生交通車之駕駛人，於每次行車前，均應確實檢查車況、滅火器、

安全門及相關安全設備，並應於確認各項設施設備齊備及可用後，始

得行駛。 

前項檢查紀錄及檢修紀錄，至少留存 1年，以備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檢查。 

7.第 14條：學生交通車發生行車事故時，駕駛人及隨車人員應立即疏

散學生，並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8.第 15條：公私立學校應督導乘坐者遵守乘坐安全規定及緊急逃生方

向，每學期初辦理 1 次安全逃生演練，並應將演練紀錄留存，以備

查考。駕駛人員與隨車人員應每年固定參加交通安全講習。 

9.第 16條：載運身心障礙無法自行上下學之學生交通車，應按實際需

要增加輔助器具及升降設備。 

（四）請各校本權責依法妥善訂定交通車乘車規範，並應敘明搭乘交通車之優

先順序，提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決，由機關首長核定後實施。各

校於協調交通車乘車名單時，除應通盤規劃交通車接送路線，儘量提供

無法自行上下學之身心障礙學生接送服務外，並應妥善與學生家長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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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乘車規定。 

（五）請學校確實督導交通車司機，務必依規定駕駛，以維特教學生上下學之

交通安全。 

心情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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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科業務報告 

承辦人：李佩霓(分機：54617)、黃一琦(分機：54627) 

一、資優學生鑑定安置業務 

（一）高級中等學校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入班鑑定及安置工作： 

     1.本市 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入班鑑定辦理學

校為臺中一中、臺中二中、臺中女中及文華高中等 4校，訂於 111年

7-8月辦理鑑定初、複選，並於 111年 8月 15日（星期一）公告通

過鑑定名單並進行安置。 

       2.本局將另函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賡續協助辦理本局所轄高級中

等學校 112學年度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入班鑑定安置工作。 

 

（二）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事宜： 

     1.查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工作係由教育部統籌規

劃，各縣市政府配合辦理。 

       2. 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採聯合招生方

式辦理，訂於 111年 7月 19日（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公告榜

單，本市招生學校如下： 

         (1)音樂班：臺中二中、清水高中及新民高中。 

         (2)美術班：臺中一中、豐原高中及龍津高中。 

         (3)舞蹈班：文華高中。 

 

二、資優學生個別輔導計畫(IGP) 

（一）依特殊教育法第 36條規定略以：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以

協同教學方式，訂定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畫(下稱 IGP)；另查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規定略以：資優新生及轉學

生之 IGP，學校應於其安置或入學後一個月後內訂定，在學舊生之

IGP，則應於開學前訂定，且每學期應至少檢討一次。 

 

（二）有關今(111)年資優學生個別輔導計畫督導工作相關資訊，本局將另行

函知各校，請各校配合公文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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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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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科業務報告 

承辦人：林承助(分機：54624) 

一、 特教相關人員(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心理治療師、教

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辦理期程如下： 

  申請時程 說明 

第 1階段 

(6月) 

1.開放通報網申請(舊生)。 

2.新生(含轉學生或新鑑定通過學生)且亟待申請教助員者，另以紙

本申請(由即將入學之學校送件)。 

3.新生(含轉學生或新鑑定通過學生)申請治療師服務，請第 2階段

再申請。 

第 2階段 

(9月) 

1.以新生或新鑑定通過學生為主。 

2.申請方式(網路或紙本)請依公文說明辦理。 

第 3階段 

(10月) 

1.針對第 1及第 2階段都尚未取得特教相關人員服務，且經特推會

評估有急迫需求者，可以紙本提出申請。 

2.本階段不會發文通知學校提出申請，請學校主動聯繫本科承辦

人。 

第 4階段 

(12月底前) 

1.核定下一年度特教相關人員服務(由本局依上學期核定情形，檢

討執行成效後主動核予特教相關人員服務，是否須重新提出申請請

依公文說明辦理)。 

2.核定服務時數會依需求及服務成效調整，可能不會和上學期一

樣。 

3.本階段服務期間請依公文說明辦理。 

第 5階段 

(1月) 

1.針對第 4階段尚未取得特教相關人員服務，且經特推會評估有需

求者，可以提出申請。 

2.申請方式(網路或紙本)請依公文說明辦理。 

第 6階段 

(3月) 

1.針對第 4及第 5階段都尚未取得特教相關人員服務，且經特推會

評估有急迫需求者，可以紙本提出申請。 

2.本階段不會發文通知學校提出申請，請學校主動聯繫本科承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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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教相關人員服務申請資格： 

就讀市轄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且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鑑定通過之身心障礙學生(疑似生請勿提出申請)。 

三、 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申請說明(語言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心理 

治療師) 

(一) 專業人員服務內容係以提供個案專業評估、協助擬定學生 IEP、教師教學

輔導技巧、家長諮詢等間接服務方式為主；且依法治療行為應於醫療院所

執行，故專業人員不得於學校或其他非醫療場所提供或進行治療行為。若

學生有接受復健治療之需求，請協助轉介相關醫療院所接受復健治療。 

(二) 每一學生至多可申請兩種專業人員服務項目，並於審查通過暨核定後實

施。 

(三)本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已依責任轄區指派心理師進駐學校，擔任專任專業

輔導人員，爰請學校先提供校內輔導機制；學生若經一、二級輔導後，學

校評估仍有心理治療需求，則建議學校檢附相關輔導資料再行提出申請。 

四、 教師助理員服務申請說明 

(一)查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之進用資格及工作職責等事項業經教育部於 103年 4

月 10日發布，惟因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尚未增列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申

請項目，故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申請，暫併同教師助理員申請辦理。 

(二)已聘有專任教師助理員之學校(含本市特殊教育學校)，如無教師助理員/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時數不足問題，請勿提出申請；俟服務申請審查辦

理完畢後，將由本市特教資源中心協助學校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建立

學生申請名單，俾利專任教師助理員上網登打輔導紀錄。 

五、 派案作業 

通過申請後應上網填寫派案名單(臺中市特教資訊網

http://spec.tc.edu.tw/E 化行政區/特教 E化填報區/特殊教育-派案-填

報網站)，填報完成請於 1至 3個工作天後，逕至臺中市特教資訊網檢視派

案進度。 

六、相關資料報局備查 

(一)治療師：完成派案後，請將「履歷表」、「進用契約書」、「服務證明書」、

「治療師證書影本」及「學經歷證件影本」等資料於該人員到職後一個月

內免備文報本局備查(如已進用之人員，已將前揭資料報局備查者，除

「進用契約書」需續約報局備查外，其餘資料得免檢附)。 

(二)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完成派案後，請將「履歷表」、「進用契

http://spec.tc.edu.t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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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服務證明書」及「學經歷證件影本」等資料於該人員到職後一個

月內免備文報本局備查(如已進用之人員，已將前揭資料報局備查者，除

「進用契約書」需續約報局備查外，其餘資料得免檢附)。 

七、特殊教育通報網暨特教 E化填報區相關督導作業 

(一)治療師： 

1. 第一次課程進行完畢之一星期內，完成教育部特教通報網排課及個案

評估建議填寫作業。 

2. 單次課程進行完畢之一星期內，於教育部特教通報網上登打完成當次

課程之服務紀錄。 

3. 有關專業人員所填報之服務紀錄及個案評估建議，學校應完成建檔及

妥為運用。 

4. 各類治療師執行完畢本學期課程後，請學校督促相關人員完成教育部

特教通報網評核作業： 

甲、治療師評核：由治療師填報。 

乙、學校行政評核：由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填報。 

(二)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1. 單次課程進行完畢之一星期內，於教育部特教通報網上登打完成當次

課程之服務紀錄。 

2. 請各級學校(含附設幼兒園)於學期末召開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針對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時段(含交通車隨車教助員)

提供說明，並對其服務成效進行分析及檢討；若幼兒園未設有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者，亦請舉開相關會議配合辦理。 

3. 會議舉行完畢後，應上網填報本局調查表(臺中市特教資訊網

http://spec.tc.edu.tw/E化行政區/特教 e化填報區/特殊教育-教

師助理員-相關業務填報網站/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員-相

關作業填報網站/服務成效填報)，並將會議紀錄及填報證明留校備

查。 

八、在職訓練 

(一)治療師：每年應接受學校(園)或各級主管機關辦理 6小時以上特殊教育相

關課程之在職訓練。 

(二)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每年應接受學校(園)或各級主管機關辦

理 9小時以上特殊教育相關課程之在職訓練。 

(三)學校於進用以上特教相關人員前，應先確認所進用之人員最近一年內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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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完成在職訓練。 

九、人力支援 

(一)治療師：請學校優先進用教育部培訓之專業團隊人員，如有人力需求可

e-mail至「臺中市特殊教育網公務信箱」

(spcstaichung@spec.tc.edu.tw)索取。 

(二)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請貴校優先進用本局培訓之教師助理員/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如有人力需求可 e-mail至「臺中市特殊教育網公務

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索取。 

十、考核辦法： 

學校應訂定相關專業人員及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工作內容及考核

辦法，並明定於進用契約，進用時間結束前應完成績效考核程序，以為後續

進用之依據。 

十一、鐘點費支給數額： 

(一)治療師： 

1. 「治療師鐘點費」係依據教育部 109年 9月 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103352號函編列，核予治療師鐘點費為服務非偏遠地區每小時

1,000元，服務偏遠地區每小時 1,100元。 

2. 補助兼任治療師鐘點費支給數額，每人每日最高以支領 8小時為上限

(以當日服務所有學校合計，超過時數之費用不予支付，若發現溢領

情形，將依規定追繳)。 

3. 各類治療師以鐘點制計算，而非以節數計費，請注意治療師必須做完

60分鐘之服務，始能給付 1小時鐘點費。 

(二)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每小時新臺幣 168元。 

十二、重要宣導事項： 

(一)在核定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總時數範圍內，學校

可依學生需求彈性調整其接受鐘點制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

之週時數，除用於服務已審查通過之學生外，亦可彈性調整運用於其他有

臨時需求之特教學生，學校不得要求家長到校陪讀或自費聘用教師助理員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二)學校於支付治療師及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鐘點費前，應先督導

以上人員於教育部特教通報網上登打完成輔導紀錄，學校始支付鐘點費。 

(三)經費核撥未及於學校支付治療師及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鐘點費

發放時程，請學校先行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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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之專業服務以間接服務方式為主，服務內容如下: 

1. 物理治療師：主要協助老師解決學生在行走、移動、身體平衡、動作

協調、關節活動度、體適能、行動與擺位輔具的使用和環境改造等方

面問題。 

2. 職能治療師：主要協助老師解決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和參與活動的問

題。這些問題包括手功能、手眼協調、日常活動或工作能力、感覺統

合、教育輔具的使用和環境改造等。 

3. 語言治療師：主要協助老師解決學生在口腔功能、吞嚥、構音、語

暢、嗓音、語言理解、口語表達和溝通輔具的使用等問題。 

4. 心理治療師：主要協助老師解決學生在思想、情緒及行為上嚴重偏差

的問題。 

(五)查所得稅法第 92條規定：「…各類所得稅款之扣繳義務人，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上 1月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於每年 1月底前將上 1年內扣繳

各納稅義務人之稅款數額，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關查核…」，

爰此，學校(含幼兒園)於給付特教相關人員(治療師、教助員及特教方案

教師等)之鐘點費後應由該學校(幼兒園)開具扣繳憑單給特教相關人員；

本局亦應於補助私立學校及私立幼兒園之經費後開具扣繳憑單給私立學校

及私立幼兒園，以彙報稽徵機關查核。 

(六)請學校依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IEP)需求提出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之時數申

請(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年 4月 21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90041559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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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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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科業務報告 

承辦人：蕭旻玲(分機：54615) 

一、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 

(一) 請落實校內鑑定安置工作：依據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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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載蒐集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故學生如有特殊教育各項服務需求，應依

轉介、申請或推薦，蒐集相關資料，實施初步類別研判、教育需求評估及

綜合研判後，完成包括教育安置建議及所需相關服務之評估報告。並依鑑

定相關規定流程送鑑輔會審查。 

(二) 有關 11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說明會，於 111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五)以線上直播方式辦理，參加對象包含：公私立高中特教業

務承辦人及公私立高中心評教師、特教教師(合格特教教師但未具心評資格，

亦須協助鑑定工作)。 

二、 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 

(一) 各校心理評量人員協助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進行施測工作時，務必遵守測驗

工具使用相關倫理守則，不應有私下預先傳達測驗內容與教授之情事。另

學校應主動提供資源支持，以利心評人員確實依手冊規定施測，避免鑑定

工作有失準確度。 

(二) 依據： 

相關辦法及計畫 文號 內涵 

臺中市特殊教育心理評

量人員培訓及管理實施

要點 

111 年 1 月 14 日中市教特字

第 1110003861 號函修正 

規範心理評量人員分級制

度及資格等相關制度原

則。 

臺中市特殊教育心理評

量人員培訓及工作實施

計畫 

102 年 4 月 30 日臺中市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102 年度第 1 次會議通過 

規範初階心評培訓課程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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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撰寫個別化教育計畫 

(一)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28 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以團隊

合作方式對身心障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時應邀請身心障礙學

生家長參與，必要時家長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參與。」 

(二) 依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本法第二十八條所稱個別化教育

計畫，指運用團隊合作方式，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所訂定之特殊教

育及相關服務計畫；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1. 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2. 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3. 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式、日期及標準。 

4. 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 

5. 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前項第五款所定轉銜輔導及服務，包括升學輔導、生活、就業、心理輔 

導、福利服務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等項目。 

      參與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之人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與相

關教師，並應邀請學生家長及學生本人參與；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專業

人員參與，學生家長亦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 

     爰上，請學校確依前揭特殊教育相關規定辦理，於辦理IEP相關會議時， 

應邀請家長及學生本人參與，以落實適性輔導，並確保身心障礙學生及  

其家長參與權。 

(三) 依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 

1. 有關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學校應於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後一個月

內訂定；其餘在學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於開學前訂定。前項計畫，

每學期應至少檢討一次。 

2. 前述規定係考量身心障礙學生於開學後即可依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學生

必要之各項支援及協助，爰規定原在學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於開學

前訂定。另新生及轉學生雖涉及教育階段及就學環境之改變亦應於入學

後一個月內完成訂定，以提供適切之特教服務。 

(四) 依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4 條規定：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必須審議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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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科業務報告 

承辦人：林晨華(分機：54626) 

 

一、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督導工作 

（一）依據「特殊教育法」暨「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辦理。 

（二）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督導實施計畫業以

本局 110 年 5 月 11 日中市教特字第 1100035045 號函（諒達）函知學

校，請各校確實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暨依計畫辦理。 

（三）109 學年度(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轉銜成果收件截止日

為 110年 9月 30日，收件地點為本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豐原

區豐原國民小學，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如非寄送至山線特殊教

育資源中心，視同未送件)；以郵戳為憑，若逾期者，將不列入 109 學

年度優等名單，且教育局將正式函文催繳。  

（四）案內實施計畫重要內涵略述如下： 

1、轉銜服務督導對象：本市所屬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108學年度

轉銜服務成果評列優等學校或 110 年接受校務評鑑者，得免繳交身心障

礙學生轉銜服務成果資料。優等學校名單業於 110年 1月 20日公告，請

至本局全球資訊網-文件編號：159656查詢）。 

2、轉銜服務時機：跨階段(升學、就業或就養)、轉學或轉換安置型態。 

3、轉銜服務督導項目： 

（1）轉銜服務督導項目涵蓋個別化教育計畫轉銜服務、轉銜宣導或活動、

召開轉銜會議、轉銜通報作業、其他轉銜特殊事蹟補充等。 

（2）另查「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原就讀學

校對於無升學意願及因故離校之身心障礙學生應追蹤 6個月，爰「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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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通報作業」請針對未至下一教育階段報到、中途離校、未升學之個

案進行追蹤描述。 

4、轉銜服務成果應檢具資料(督導工作結束後資料不予退回)： 

(1)轉銜服務檢核表（逐級核章紙本正本）：請針對轉銜服務辦理情形及

成效，進行自我評述，109學年度無轉銜特殊教育學生之學校仍應填

造（請於各項目內寫入「109學年度無身心障礙畢業生」）。本表請

單獨檢附，請勿與其他各項轉銜服務紀錄一併裝訂。 

(2)各項轉銜服務紀錄：請依轉銜服務檢核表項目依序分類呈現，109 學

年度無轉銜特殊教育學生者僅需檢附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109 年

及 110年轉銜學生清冊（108學年度有畢業生者仍須檢附轉銜追蹤輔

導資料）；由學校自行選擇採書面紙本（影本）或光碟方式繳交。 

(3)學校如因業務需求，需取回轉銜成果資料，請於 111 年 1 月後逕洽山

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聯繫領回時間相關事宜。 

4、請各校務必將轉銜服務工作以及相關公文（參閱前開說明（二））列入

原任及新任特殊教育業務承辦人員重要業務交接，並依規定辦理成果繳

交相關事宜。 

（五）「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督導實施計畫-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

育學校(含檢核表)」暨「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

學生轉銜服務督導-轉銜通報作業-個案追蹤質性描述表（參考範本）」

電子檔可至「本局全球資訊網（https://www.tc.edu.tw/）-科室業務-

特殊教育科-熱門公告」下載。 

（六）學校如有學生轉學，請務必落實轉學前轉銜工作，在學生轉學（或試讀）

前以會議、電話聯繫（留下書面紀錄）等方式完成轉銜會議。 

二、特殊教育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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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9年起，本市高級中等學校之特殊教育評鑑併入本市高級中等學校校務

評鑑，不再獨立辦理特殊教育評鑑。 

三、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遴選 

（一）本市 110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遴選業於 110年 4月

13日辦理完竣，計有 23名教師榮獲市表揚並依「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遴選要點」給予嘉獎，其中 5名教師另薦送教育

部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選拔。 

（二）本市 111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遴選，預計於 111年

3月收件，屆時將另函通知各校辦理。 

（三）相關遴選要點、推薦表、積分表及 106年至 110年獲選人員名單（獲獎

5 年 內 不 得 再 推 薦 表 揚 ） 可 至 本 局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tc.edu.tw/）-「科室業務」-「特殊教育科」表單下載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優良特殊教育人員」下載。 

 

 

 

 

 

 

 

 

 

 

 

 

 



27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督導實施計畫 

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 

一、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第 31 條。 

（二） 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二、目的：為促進各教育階段服務資訊確實移轉，有效整合各方資源，

以持續提供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學生（以下簡稱特教學生）

全面性、連續性及適性之個別化特殊教育服務措施。 

三、對象：本市所屬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當年度接受特殊

教育評鑑或校務評鑑之學校，得免繳交身心障礙學生轉銜

服務成果資料）。 

四、轉銜時機： 

（一） 跨階段（升學、就業或就養）。 

（二）轉學或轉換安置型態。 

五、轉銜服務： 

（一） 個別化教育計畫（以下簡稱 IEP）轉銜服務辦理內涵：升學輔

導、生活、就業、心理輔導、福利服務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 

（二） 辦理轉銜宣導或活動：如學校轉銜資訊刊物、文宣或網站說明、

轉銜講座或說明會、轉銜單位參訪等；亦可採區域跨校合作方

式辦理；另應配合辦理、參加主管機關開辦之各項轉銜活動。  

（三） 轉銜會議：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國中部應於學生畢業

前一學期召開轉銜會議、特殊教育學校幼兒部和國小部應於學

生畢業安置前一個月召開轉銜會議，邀請家長、學生及相關人

員參與會議進行詳細討論，擬具各項轉銜建議，如特教學生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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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能力分析、目前學業能力表現、下一安置單位安置型態及

資源分配介紹、未來升學輔導辦法等事項。 

 

（四） 轉銜通報作業： 

1.原安置單位：相關人員應依規定時程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詳實敘明填寫身心障礙學生個案轉銜服務各類資料表（學生基

本資料、學生現況能力分析、專業及相關服務紀錄及建議、未

來安置與輔導建議方案、追蹤輔導紀錄摘要等），以利新安置

單位查核學生資料，並進行異動。 

2.新安置單位：依規定時程，上通報網接收特教學生資料，並完

成個案資料編修作業。 

3.其他通報系統轉銜作業注意事項： 

（1）「已安置」且「未報到」之特教學生： 

A.新安置單位：應於開學後 2 週內，完成通報網「未報到」

回報作業。 

B.原安置單位：對於未報到、中途離校、未升學之特教學生，

應積極介入輔導，並持續追蹤輔導該生轉銜狀況 6 個月，

且應詳細登載於該生轉銜表追蹤輔導記錄欄。 

（2）對於畢業後就業之特教學生，應持續追蹤 6 個月，並上通

報網填寫就業調查。 

六、督導方式： 

（一） 定期督導：  

1.本市所屬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應於每年 9 月 30 日前，

完成前一學年度（自前一年 8 月 1 日起，至當年 7 月 31 日止）

轉銜服務成果彙整，並將轉銜服務成果提交至本局指定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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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2.轉銜服務成果應檢具下列資料（倘當年度接受特殊教育評鑑或

校務評鑑之學校，得免繳交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成果相關資

料）： 

（1）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檢核表（詳如附件）： 

學校應針對各項轉銜服務辦理情形及成效檢討，進行自我

分析評述說明。當學年度無轉銜特教學生仍應填造。 

（2）各項轉銜服務佐證資料： 

請依「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檢核表」臚列指標項

目，依序分類呈現。當學年度無轉銜特教學生者免附。由

學校自行選擇繳交「書面紙本資料」或「電子檔（光碟）

資料」。 

3.由本局遴聘相關專業領域人員，組成評審小組；依據「臺中市

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檢核表」臚列指標項目，進行初、複審。 

4.評審組別區分： 

（1）高級中等學校。 

（2）特殊教育學校。 

（二） 不定期督導（配合下列工作辦理）： 

1.特殊教育評鑑。 

2.特殊教育輔導訪視。 

七、獎懲方式： 

（一） 優等：評列優等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相關承辦人

員頒發獎狀 1 幀，以茲勗勉；另下一學年度該優等學校之轉銜

成果資料得免送件（留校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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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等（視學校執行情形以適切方式予以輔導）： 

1.於規定時限內，按督導意見提報改善計畫，經本局審查通過後，

依計畫辦理改善之。 

2.指派相關人員參加轉銜研習活動或追蹤輔導諮詢會議。 

3.由本市特殊教育輔導團至校督導訪視。 

4. 其他相關督導或追蹤方式。 

八、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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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檢核表 

填造日期：  年  月  日 

行政區 區 學校名稱  

組別 □高級中等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 

A.畢業     名  B.新生     名  C.轉學     名 

D.校內轉安置     名  E.前一學年度畢業學生人數     名 

項  目 自我評述 
檢附資料/份 

（請依自我評述檢附佐證） 

IEP 轉銜服務項目 
（1 學生 1 頁為原則） 

  

辦理轉銜宣導 

或活動 
（10 頁為原則） 

  

召開相關轉銜會議 
（10 頁為原則） 

  

轉銜通報作業 
（含個案追蹤描述） 

（1 校 1 份為原則） 

  

其他轉銜特殊事蹟

補充 
（5 頁為原則）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校長 

   

備註： 

1.請學校填造本表，完成逐級核章後，依限提送紙本正本。 

2.有關「轉銜通報作業」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列印清冊為準，且請學校針對

「未至下一教育階段報到、中途離校、未升學」之特教學生填寫個案追蹤描述。 

 本檢核表請以書面寄送，且獨立一份，勿與其他資料一併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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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督導-轉銜通報作業 

個案追蹤質性描述表（參考範本） 

姓名 
教育 

階段 

填表 

老師 

初次填 

表日期 

最後修 

改日期 

完成 

填報 

預定新安

置學校或

單位 

108年實際

安置情形 

追蹤日期 

（年/月/日） 

個案追蹤質性描述 

(描述學生目前情況) 

○○○ 高中職 ○○○ 2019/00/00 2019/00/00 Y 
臺中市政

府勞工局 
  

已於 108 年 8 月至○○

商店從事清潔工作，適

應情況良好。 

 高中職    Y 
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 
  在家休養。 

 高中職    Y 
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 
  在家自習，準備升學。 

 高中職         

1.有關「轉銜通報作業」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清冊為準（姓名、教育階段、填表老師、初次填表日期、最後修改日期、完成填報、

預定新安置學校或單位、108年實際安置情形、編輯、教育表格、社政表格、勞政表格、操作等皆由系統複製或列印）。 

2.另請學校針對未至下一教育階段報到、中途離校、未升學之「前 1 學年度(108 年畢業)」特教學生填寫追蹤日期及個案追蹤質性描

述，且原安置單位對於前述身心障礙學生應追蹤 6個月。 

3.本表僅為參考範本，學校得以校內既有格式或自行設計表格進行個案追蹤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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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科業務報告 

承辦人：李秋吟 

分艙分機：55622 

*巡迴輔導 

一、 不分類巡迴輔導申請： 

(一) 依據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二) 申請時間：約每年8月20日前。 

(三) 申請方式：局網公告申請資訊，請各校至局務調查表填報巡輔申請需

求。 

(四) 學期中新申請巡迴輔導服務： 

1.學校發文至教育局提出申請。 

       2.教育局派員評估後填寫評估表單。 

       3.教育局發文公告結果。 

       4.派案。 

二、 巡迴輔導班管理： 

(一) 設有巡迴輔導班學校注意事項： 

1. 「臺中市身心障礙巡迴輔導教師服務實施要點」（本局 101 年 7 月 25

日中市教特字第 1010051980 號函訂定）摘錄如下： 

第十點第二項：輔導教師於每次輔導後應確實填寫輔導紀錄表。 

2. 教育部通報網巡輔系統在排課部份，為不影響學校回報與輔導紀錄填

寫程式關聯性，已過期的日期無法再提供環境作業。排課表限制二週前

更動課表(巡輔系統中「排課網頁畫面」有呈現可新增或修改排課之日

期提醒)，請務必上課前完成排課以利系統運作。倘事先調課者請先上

網修正課表，未於系統期限內完成排課之課表，系統無法再次開放補填。 

3. 請轉知巡輔教師更新特教通報網個人資料（如：電子郵件帳號及手機號

碼等），以利聯繫。 

4. 本局將函知學校教師出席巡迴輔導研習情形，請各校確實檢核教師是

日差勤情形與出席狀況是否一致，並依「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34 

 

師請假調課補課代課規定」等相關規定本權責核處。 

5. 108 學年度起，輔導紀錄必須於服務日起兩個月內完成填寫作業，逾期

將不再開放補填，本局將定期檢核巡輔教師填寫輔導紀錄情形，請各校

督導教師確實依限填寫完整，倘逾期仍未補齊者，將函請各校督導教師

繳交紙本輔導紀錄。 

6. 應落實管理巡輔教師差勤及實際服務狀況，確實查核教師到課證明或

簽到表後，依教師實際出席狀況審核交通費，相關佐證資料留存以備查

考。 

(二) 接受巡迴輔導服務學校注意事項：各類巡迴輔導班排課及輔導紀錄業已全

面上線填報，請接受巡迴輔導服務之學校，以學務系統帳號登入特教通報

網學務系統，點選左列清單中之「巡迴輔導」即可查閱巡輔教師排訂之課

表及受輔導學生之輔導紀錄，並務必確實查核教師到課證明或簽到表及相

關資料後，再依實點選教師出勤情形，以利巡輔教師申請交通費。 

  (三)其他注意事項：本市各類巡輔班共同不排課時間為每週四下午。 

三、 巡迴輔導教師交通費 

(一) 法條規定： 

1.「臺中市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巡迴輔導交通補助支給要點」業於 103 年

6 月 12 日中市教特字第 1030045270 號函修訂。 

2.補助基準： 

（1）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教師補助基準，以服務學校數計算：同一日內服

務一所學校，每日補助新臺幣一百元；同一日內服務二所學校以上，

每日補助新臺幣二百元(不含教師所屬學校及駐點學校)。 

（2） 教師以電話輔導個案以及於所屬校內(含駐點學校)進行輔導工作者，

不得列入申請交通費補助。 

（二）有關交通費核銷方式，請各校務必詳閱本局公文，檢齊領據及支出明細表

辦理核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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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借用申請作業規範 

一、目的： 

(一)依據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學習及參與學校生活需要，提供可改善其學習

能力之教育輔助器材，以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更完善支持服務。 

(二)透過教育輔助器材之運用，並經相關專業人員評估選用，以增進身心

障礙學生學習成效。 

二、適用對象： 

就讀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學前安置單位（以下簡稱各校），且

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

礙類特殊教育學生（以下簡稱學生）。 

三、受理申請時間： 

每學年度共辦理四次借用申請，分別為九月一日至十五日、十二月一日至

十五日、三月一日至十五日及六月一日至十五日；惟特殊狀況得另案申

請。 

四、申請及借用程序： 

(一)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視學生學習需求議決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二)本局函知申請學校審查結果，由申請學校轉知學生及家長。 

(三)各校於期限內完成借用手續。 

五、教育輔助器材之保管維護： 

(一)教育輔助器材應於教育場所使用，借用學校及借用人應善盡保管維護

之責。 

(二)借用學校於每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六日填寫教育輔助器材追蹤借用

及使用情形表件，將正本寄至本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臺中市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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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新生北路155號)。 

(三)教育輔助器材維修申請事宜，另依「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

材維修實施計畫」辦理。 

(四)教育輔助器材若因不當使用無法維修、遭竊或遺失，借用學校應回報

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並依財產管理相關規定由借用學校或借用人

辦理賠償事宜。 

六、轉銜期間，教育輔助器材處理方式： 

(一)原學校於學生異動後十四日內填寫教育輔助器材異動單，將正本寄至

本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新安置學校協助辦理借用手續。 

(二)若學生無借用需求，原學校聯繫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辦理歸還事

宜。 

七、注意事項： 

(一)各校應優先運用或調整校內既有教育輔助器材，始得依身心障礙學生

個別化教育計畫中所列之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或依相關專業人員評

估其學習需求後，向本局(或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提出教育輔助器

材之借用申請。 

(二)教育輔助器材以教育學習用途為主，凡屬個人生活或醫療訓練用輔助

器具請參考內政部「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另向相關單位

提出申請。 

八、本作業規範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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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借用 申請流程 

 

 

 

 

 

 

 

 

 

 

教育輔具器材申請 

聘請委員進行審查 

⚫ 申請期間： 

3/1~3/15、6/1~6/15、9/1~9/15、

12/1~12/15(固定) 

⚫ 填寫申請表、備妥所需資料，正本寄至山線特

殊教育資源中心(420306 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

路 155 號) 

⚫ 依各類別聘請委員審查資料。 

⚫ 特教中心資料整理、中心現有品媒合：申請截

止後，5 個工作天內完成。 

⚫ 聘請委員資料審查。 

公告審查結果 

核

定

經

費 

學

校

採

購 

現
有
品
領
用 

統

一

採

購 

財產移撥 
 

財產登記 

⚫ 財產登記：每位學生均需填寫借用表及借據，

正本寄至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420306 臺中

市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 號) 

⚫ 核定經費：依據核定公文項目及金額學校自行

辦理採購程序。 

⚫ 現有品媒合：依據公文至特教中心領用。 

⚫ 統一採購：委由豐原國小依規辦理聽覺輔具類

招標，招標完成廠商備齊每組物件後，廠商與

業務承辦人約交貨時間。 

完成輔具申請借用 

流程 

⚫ 特教科核定公文：包含審查結果、教育輔具項

目及金額。 

⚫ 核發公文 

⚫ 每位學生每學年(第二學期)均須填寫【輔助器

材使用追蹤借用清冊】與【輔助器材使用情況

表】 

函文各校教育輔具 

器材申請 
⚫ 特教科發文：各申請梯次前一個月。 

審查結果：通過 審查結果：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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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中市教育輔助器材借用【申請】 

 

⚫ 受理申請時間： 

每年共辦理 4次借用申請，分別為 03月 01~15日、06月 01~15

日、09月 01~15日、12月 01~15日  

 

⚫ 輔助器材借用申請表件，請依申請類別填寫。 

【1.視覺輔助器材申請表】 【2.聽覺輔助器材申請表】 

【3.溝通輔助器材申請表】 【4.行動移位與擺位輔助器材申請表】 

【5.閱讀與書寫輔助器材申請表】【6.其他輔助器材申請表】 

 

表格填寫後，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核通過 (務必逐級核章) 紙

本 於申請期限內寄至臺中市山線特教資源中心 (地址：臺中市豐原

區新生北路 155 號-推廣組 電話 25205563) 

⚫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借用申請及管理】網站與

檔案下載：從【臺中市特教資訊網】左邊主選單常

用項目【教育輔助器材借用申請及管理】點選進入

輔具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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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評估申請作業規範 

一、 依據：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第8條。 

二、 目的： 

    為使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輔具能經由專業人員適切評估，申請符合需求之教

育輔助器材，增進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成效並獲得完善支持服務。 

三、 適用對象 

就讀本市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園)及機構，且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鑑定之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學生。 

四、 評估申請時間： 

    各校請於每年1月1日至1月15日、4月1日至4月15日、7月1日至7月15日、10

月1日至10月15日期間內，填妥「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定點評

估/到校評估申請表」，申請表正本寄送至本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臺

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155號-豐原國民小學內）。 

五、 評估方式及項目： 

1. 到校評估：考量與教學環境適配性，擴視機、包覆式濾光眼鏡採到校評

估方式。 

2. 定點評估：除上述二項到校評估項目，其餘僅接受定點評估。 

六、 評估時間與地點： 

1. 到校評估： 

(1) 評估時間：由專業評估人員視學生實際狀況彈性調整評估日期。 

(2) 評估地點：學生就讀學校。 

2. 定點評估： 

(1) 評估時間：每年分別於2月、5月、8月、11月擇期辦理評估。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8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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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估地點：臺中市北區輔具資源中心、臺中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

臺中市海線輔具資源中心。 

七、 注意事項： 

1. 請申請到校評估者，學生如請假或更換時間，請提前致電臺中市北區輔

具資源中心(04-25314200)、臺中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04-2471-3535轉

1177)、臺中市海線輔具資源中心(04-2662-7152)洽評估人員。 

2. 請申請定點評估者，務必依公告時間到場，有事不克前往者，需於評估

前2日致電本市山線特殊教育中心(電話04-25295921)，當天未到者視同

放棄評估。 

八、 本作業規範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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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定點評估/到校評估

申請流程 

 

 

 

 

 

 

 

 

 

 

 

  

各校填寫教育輔具器材 

定點評估/到校評估申請表 

定點評估 

⚫ 申請期間： 

1/1~1/15 、 4/1~4/15 、 7/1~7/15 、

10/1~10/15 

⚫ 填寫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

助器材-定點評估/到校評估申請

表、備妥所需資料，正本寄至山

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420306 臺

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 號) 

⚫ 評估方式及項目： 

到校評估：考量與教學環境適配性，擴視

機、包覆式濾光眼鏡採到校評估方式。 

定點評估：除上述二項到校評估項目，其

餘僅接受定點評估。 

 

到校評估 

輔具評估報告書 

完成輔具評估 

函文各校教育輔具器材定點

評估/到校評估申請 

⚫ 特教科發文：各申請梯次前一個

月(每年 12 月、3 月、6 月、9

月)。 

特教中心

聯繫定點

評估時間

地點 

特教科 

函文定點

評估時間

地點 

特教中心

彙整到校

評估名單 

輔具中心

聯繫到校

評估時間 

教育輔具申請 

⚫ 教育輔具申請： 

每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 

⚫ 輔具評估報告書： 

專業評估人員完成定點評估/到校評估

後，將輔具評估報告書正本寄送至山線

特教中心建檔；山線特教中心寄送(mail、

傳真) 輔具評估報告書影本給評估學生

之學校業務承辦人留檔。 

⚫ 輔具評估報告書期限為 3 個月，

請完成輔具評估後，務必在期限

內提出教育輔具申請。 

⚫ 評估時間與地點： 

到校評估：由專業評估人員視學生實際

狀況彈性調整評估日期。 

定點評估：每年分別於2月、5月、8月、

11月擇期辦理評估；評估地點：臺中市北

區輔具資源中心、臺中市南區輔具資源

中心、臺中市海線輔具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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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評估】 
 

⚫ 申請期間：每年共辦理 4次評估申請，分別為 01月 01~15日、

04月 01~15日、07月 01~15日、10月 01~15日 

學校端輔具評估申請時間：1、4、7、10 月 

請輔具中心協助評估時間：2、5、8、11 月 

學校端輔具申請時間：3、6、9、12 月 

 

⚫ 填寫【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定點評估/到校評估

申請表、備妥所需資料】，紙本 於申請期限內寄至臺中市山線

特教資源中心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 號-推廣組 

電話 25205563) 

⚫ 下載評估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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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借用申請及管理】網站與

檔案下載：從【臺中市特教資訊網】左邊主選單常用項目【教

育輔助器材借用申請及管理】點選進入輔具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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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維修】 

⚫ 適用情形：由本局補助學校採購之教育輔助器材(以下簡稱教

育輔具)或向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借用之教育輔具，均得申

請維修。 

⚫ 申請程序如下 

 各類表件： 

1. 經學校檢視須進行維修之教育輔具，由校方填寫「臺中市教育

輔助器材維修評估表」並經逐級核章后，紙本寄至臺中市山線

特教資源中心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 號-推廣組 

電話 25205563) 

2. 估價單需要兩家以上(若為本市輔具資源中心則 1 份報價單即

可)。 

⚫ 維修方式：學校提出之輔具維修需求，由本府審查後核定維

修。 

⚫ 注意事項 

1. 一般性耗材(如電池、燈泡等)容易取得或更換之物件，非本

府補助之列，敬請自行購買更換。 

2. 維修成本（維修費及材料費）超過新購教育輔具價格二分之

一者，應另行申請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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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年本局教育輔具維修預算額度用罄即不受理。 

 

⚫ 下載維修申請表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借用申請及管理】網站與

檔案下載：從【臺中市特教資訊網】左邊主選單常用項目【教

育輔助器材借用申請及管理】點選進入輔具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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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輔具【借據、追蹤、異動、歸還】 

 

⚫ 借用表與借據、追蹤續借清冊與使用情況表、畢業生與轉學生異

動單、輔具歸還單，請連結下載紙本資料，填寫後紙本寄至臺中

市山線特教資源中心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 號-推

廣組 電話 25205563) 

1.【 借用表 與 借據 】 : 

借用輔具當次或更換教育階段(學校)時填寫(不需每學期、不需

每學年填寫)。 

例如：甲生 A幼兒園中班 106.10.20借用特製輪椅，106年 10

月需填寫借用表及借據(借用期間自民國 106 年 10 月 20 日起至 

民國 108 年 07月 31日止)。畢業時填寫轉銜異動單「欄位一」，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ssistivedevice/%E9%A6%96%E9%A0%81/%E5%9B%9B%E5%80%9F%E6%93%9A-%E8%BF%BD%E8%B9%A4-%E7%95%B0%E5%8B%95-%E6%AD%B8%E9%82%84#h.p_Ncc5-KydPqtF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ssistivedevice/%E9%A6%96%E9%A0%81/%E5%9B%9B%E5%80%9F%E6%93%9A-%E8%BF%BD%E8%B9%A4-%E7%95%B0%E5%8B%95-%E6%AD%B8%E9%82%84#h.p_Ncc5-KydPq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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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級核章後將轉銜異動單連同輔具交由轉銜接收學校 B 國小。B

國小 108.08 接到甲生的輔具後，B 國小填寫轉銜異動單「欄位

二」及逐級核章後，併同續借之借用表及借據(借用期間自民國

108年 08月 01日起至 民國 114年 06月 20日止)寄至臺中市山

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號)。 

紙本：借用表、借據 

2.【 追蹤借用清冊與使用情況表 】 ：  

每位學生每學年(下學期)均需填寫。 

紙本：追蹤借用清冊(表 5-1)、使用情況表(表 5-2) 

如各校（園）有已借用本市特教資源中心所屬教育輔助器材之身

心障礙學生，請務必於每學年末(7 月 15 日前)填妥追蹤續借清

冊 (表 5-1)、使用情況表(表 5-2)暨逐級核章後正本寄至臺中市

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號)。  

 

3.【轉銜異動單】： 

（1)各階段(幼兒園、國小、國中)畢業生，06月 01日~07月 15

日填寫。 

例如：甲生 A幼兒園中班 106.10.20借用特製輪椅，106年 1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NugGb4fe0Bx6ZcUKjXAKyW6dZxROazJ/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zk3daB27OSDKd_S9A5VaE21SrSjhb2A/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G0yhIUdD1dAUTZFod9rVJemRXdqx_5r/view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ssistivedevice/%E9%A6%96%E9%A0%81/%E5%9B%9B%E5%80%9F%E6%93%9A-%E8%BF%BD%E8%B9%A4-%E7%95%B0%E5%8B%95-%E6%AD%B8%E9%82%84#h.p_hoYiEFViOboZ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ssistivedevice/%E9%A6%96%E9%A0%81/%E5%9B%9B%E5%80%9F%E6%93%9A-%E8%BF%BD%E8%B9%A4-%E7%95%B0%E5%8B%95-%E6%AD%B8%E9%82%84#h.p_hoYiEFViOb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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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需填寫借用表及借據(借用期間自民國 106 年 10 月 20 日起至 

民國 108 年 07 月 31 日止)。108 年 06 月畢業時填寫轉銜異動

單。 

（2)學期中轉學，知悉學生轉學辦理轉銜時，原就讀學校填寫轉

銜異動單。 

例如：丙生 就讀 C 國小三年級，106 年 12 月轉學到 D 國小，C

國小特教業務承辦人需填寫轉銜異動單。 

紙本：轉銜異動單 

 

4.【輔具歸還單】：  

畢業(升學)/轉學至非本市所轄學校/外縣市學校，或不需要借

用輔具時，請在表單上填寫歸還輔具基本資料後，再將輔具帶

至山線特教中心歸還。 

紙本：輔具歸還單 

⚫ 下載表單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ZRYSzFIgKfiLGXvgIfucUL97VEXCXm_/view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ssistivedevice/%E9%A6%96%E9%A0%81/%E5%9B%9B%E5%80%9F%E6%93%9A-%E8%BF%BD%E8%B9%A4-%E7%95%B0%E5%8B%95-%E6%AD%B8%E9%82%84#h.p_KKddumlFB3ug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ssistivedevice/%E9%A6%96%E9%A0%81/%E5%9B%9B%E5%80%9F%E6%93%9A-%E8%BF%BD%E8%B9%A4-%E7%95%B0%E5%8B%95-%E6%AD%B8%E9%82%84#h.p_KKddumlFB3ug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ssistivedevice/%E9%A6%96%E9%A0%81/%E5%9B%9B%E5%80%9F%E6%93%9A-%E8%BF%BD%E8%B9%A4-%E7%95%B0%E5%8B%95-%E6%AD%B8%E9%82%84#h.p_T8QWiFNAk1BQ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ssistivedevice/%E9%A6%96%E9%A0%81/%E5%9B%9B%E5%80%9F%E6%93%9A-%E8%BF%BD%E8%B9%A4-%E7%95%B0%E5%8B%95-%E6%AD%B8%E9%82%84#h.p_T8QWiFNAk1BQ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u6IS4FtpPoID6_bwYEKVKSdKIPSzlqU/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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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借用申請及管理】網站與

檔案下載：從【臺中市特教資訊網】左邊主選單常用項目【教

育輔助器材借用申請及管理】點選進入輔具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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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科業務報告 

承辦人：邱玟菁(原：李秋吟) 

*有關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研習相關注意事項 

一、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研習性質：登錄於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之特殊教育研 

習，屬於「特殊教育研習」。 

(一)報名教育局委辦之特殊教育研習時，請依據研習實施計畫內容之路徑 

報名，主要路徑方式，請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研習報

名」→「縣市特殊教育研習」 項下完成網路報名程序。 

    (二)開設研習時注意事項： 

       1.開設流程請參考特殊教育行政 e化系統線上研習資訊。 

       2.審查報名最後期限：研習當天完畢後 5天(含當日)。 

       3.登錄於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之特殊教育研習，其性質包含「教保專業 

研習」或研習對象開放給「教保服務人員」參加者，請依下列注意

事項辦理： 

(1)請於登錄該場次特殊教育研習資訊時，完整輸入研習名稱，並務 

   必於名稱上方下拉欄位選擇「教保專業時數」確認勾選，網站將 

   自動於研習名稱匯入「教保專業」字樣。 

         (2)為瞭解開設研習狀況，請擷取或拍攝「開設研習後」、「核發研習 

時數後」及核發研習時數後之「個人研習紀錄」之「研習名稱」

畫面留校備查。 

二、補登研習時數(須線上及紙本同時申請)： 

  (一)可補登研習之要件：須已經完成審核報名完畢，且該場次所有人員皆未 

      在研習後 15日內完成審核時數。 

  (二)110學年度起，申請補登研習時數須由學校發文至教育局，再由教育局 

      發文請教育部同意補發時數，故學校申請補登時數除填寫「補登全國特 

      殊教育資訊網研習時數申請表」(教育局表單下載區)並逐級核章後，連 

      同相關資料請發公文至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三)檢附資料： 

     1.核定研習公文。 

     2.簽到表。 

     3.研習計畫、照片或成果冊等研習辦理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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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文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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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科業務報告 

承辦人：柯春榕(原：邱玟菁)  

 

特殊教育專業社群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要點第五點，有關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應自發組成專業學習社群，為鼓勵教師跨校或跨領域組成特殊教育專業社

群，增加教師間專業交流機會，提昇其教學技能及專業素養，依據臺中市特殊

教育專業社群實施計畫，本局業於 110年 5月 13日中市教特字第 1100035285

號函本市所屬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鼓勵教師提出申請，希望藉由各校特教教師

辦理專業成長活動，帶動本市教師之特殊教育課程設計、教材編輯、教學與輔

導能力，裨益特殊教育學生學習成效。本局於 110年 6月 28日業辦理社群申請

書審查會議，並將審查委員意見寄信至召集人信箱，請召集人於 7月 16日修改

申請書並寄送至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並接續辦理專業社群申請書複審會

議，安排課程研創社群與審查委員視訊討論申請書修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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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科業務報告 

承辦人：邱玟菁 

臺中市 11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

學生學習扶助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補助主管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市立特

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經費作業要點。 

貳、目的 

因應身心障礙學生之課業學習、生活輔導、就業轉銜等需求，結

合相關專業人員，規劃關於課業、生活與休閒、體適能、專業輔

導及就業考照等相關課程；激發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潛能，增進個

人對獨立生活、家庭社會和職業生活之適應，以提供整體性與持

續性轉銜輔導與服務。 

參、扶助對象 

一、就讀本市所屬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高中部及市立特殊教育

學校高中部、國中部(以下簡稱學校)之身心障礙學生，領

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各級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

導會所核發之相關障礙鑑定證明。 

二、扶助對象同一學期如已接受本補助或其他相關課程者(例

如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

習扶助方案補助要點」辦理之輔導、原住民學生課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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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局相關學習扶助計畫等)，不得重複申請。 

三、申請對象分上下學期： 

(一)第 1學期：以舊生為主，新生於第 2學期申請。惟

各校可於原核定經費下彈性受理新生參

與課程。 

(二)第 2學期：全年級皆可申請。 

 

肆、輔導項目 

一、就學輔導：如國、英、數輔導班。 

二、就業輔導：如園藝、美髮、清潔、手工藝、洗車…等。 

三、證照輔導：如中餐烹調、中式米麵食、烘焙食品、門市服

務、電腦、機車駕照…等。 

四、生活與休閒輔導：如社交技巧、性別平等教育、人際關

係、音樂、舞蹈、繪畫…等。 

五、體適能輔導：如羽球、滾球…等。 

伍、教學師資 

一、各校應依前項扶助對象就以下符合資格及具備教育專業及

熱忱人員中遴聘擔任之： 

（一)合格教師。 

（二)具乙級以上技術士專業證照或具該職種監評人員資

格者。 

（三)其他具有特殊專長者。 

二、倘遴聘職員（含約聘僱人員)授課者，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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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辦理原則 

一、各校經書面調查符合資格之學生自願參加學習扶助且交通

能自理者，參照相關之規定規劃辦理。 

二、各校依照教育階段別、類群科、受輔學生之特性及需求，

研擬具體措施並落實執行。 

三、每一班別基本開班人數為 5人，逾 15人始得開設第二

班。 

四、學習扶助時段以課後實施為原則(夜間課業輔導視各校實

際需求安排時段)，週數至多 16週(特殊教育學校週數至

多 18週)，每班每週至多 4節。 

五、學習扶助時段為星期例假日者，週數至多 16週(特殊教育

學校週數至多 18週)，1日至多 6節，惟總節數至多 64

節(特殊教育學校節數至多 72節)，以上視各校實際需求

安排時段。 

六、學期中每位身心障礙學生各類扶助項目、課程限擇一參

加。 

七、學習扶助時段為暑期者，每週至多 20節，總節數最多不

超過 80節，每位身心障礙學生暑期各類扶助項目亦限擇

一參加(限特殊教育學校申請)。 

柒、實施期程 

一、第 1學期開班期程 

平日班辦理期間：110年 8月 30日至 111年 1月 20日 

假日班辦理期間：110年 9月 4日至 111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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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學期開班期程 

平日班辦理期間：111年 2月 11日至 111年 6月 30日 

假日班辦理期間：111年 2月 12日至 111年 6月 26日 

暑期班辦理期間：111年 7月 1日至 111年 8月 29日(限

特殊教育學校申請) 

捌、補助項目 

一、鐘點費：高中部課程每班每節 550元；特殊教育學校國中

部課程每班每節 445元，每節授課時間以 50分鐘計算。 

二、材料費： 

(一)就業輔導及證照輔導等，中餐烹調與烘焙食品類術

科班別每班每節得補助上限 250元，其餘班別為每

班每節補助上限 150元，材料費申請以補助耗材為

主。 

(二)電腦或資訊證照班、機車證照考照及體適能班等，

如需申請材料費，則每班每節補助上限為 50元。 

三、雜支：以計畫總金額 5％為上限。 

四、申請班別若需鐘點人力協助，另補助鐘點費每節 160元，

每班最多補助 1名(如遇鐘點人力費修正，依勞動基準法

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 

五、外聘人員二代健保及勞健保費，視年度預算酌予補助。 

 

 

玖、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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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1學期申請 

請各校於 110年 6月 1日(星期二)至 110年 6月 30日

(星期三)前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s://www.set.edu.tw)線上填寫申請計畫，並將申

請計畫及經費概算表(逐級核章)免備文寄(送)至指定承辦

單位，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二、第 2學期申請 

請各校於 110年 10月 1日(星期五)至 110年 10月 29日

( 星 期 五 ) 前 至 教 育 部 特 殊 教 育 通 報 網

(https://www.set.edu.tw)線上填寫申請計畫，並將申請

計畫及經費概算表(逐級核章)免備文寄(送)至指定承辦單

位，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拾、經費請撥與核銷 

一、本案經費本局將視年度預算審核後酌予補助，不足額經費

由各校自籌。 

二、本案經費以專款專用方式處理，不得挪為他用。 

三、經費之使用及變更，未依相關規定辦理者，次年度本計畫

之補助經費酌減補助額度。 

四、經費支出明細表應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報本局備查，賸

餘款一併繳回，並作為往後年度補助之依據。 

拾壹、督導與成果考核 

一、為瞭解各校執行本計畫之情形，本局得不定期派員赴辦理

學校實地訪視，以深入瞭解各校執行情況及困難，並檢討策

https://www.se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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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未來辦理方式。 

二、第 1學期 

受補助單位應匯集成果，於 111年 2月 21日(星期一)前請

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https://www.set.edu.tw)完成

線上填寫成果報告表，並將成果報告書逐一核章掃描後，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指定信箱(主旨：110學年度第 1學期

○○學校學習扶助計畫成果報告)。 

 

三、第 2學期 

(一)受補助單位應匯集成果，於 111年 7月 29日(星期

五)前請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s://www.set.edu.tw)完成線上填寫成果報告

表，並將成果報告書逐一核章掃描後，以電子郵件方

式寄至指定信箱(主旨：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校

學習扶助計畫成果報告)。 

(二)特殊教育學校若申請辦理暑期班者，則於 111年 9月

30日(星期五)前請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s://www.set.edu.tw)完成線上填寫成果報告

表，並將成果報告書逐一核章掃描後，以電子郵件方

式寄至指定信箱(主旨：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校

學習扶助計畫成果報告)。 

拾貳、預期效益 

一、提升身心障礙學生基本學習能力，輔導身心障礙學生生涯

https://www.set.edu.tw/
mailto:nhs6676639258@gmail.com
https://www.set.edu.tw/
mailto:nhs667663925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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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縮短學習成就落差，營造因材施教、快樂學習的教

育環境。 

二、透過就業輔導課程加強就業準備，增進學生生活、學習、

人際互動及職業適應能力。 

三、有效訓練身心障礙學生專業技能，提高證照考取率，創造

就業優勢，協助其自我實現。 

四、加強身心障礙學生生活輔導，增進自我正向感覺與社區適

應能力。 

五、藉由團隊合作，結合相關專業人員共同協助，提供持續性

與整體性之服務。 

拾參、本計畫辦理完竣後，辦理單位相關工作人員依規定敘獎。 

拾肆、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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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科業務報告 

承辦人：陳欣妤  

視障用書及學障有聲書申請相關事宜 

一、視障用書申請流程 

(一) 倘視障學生有大字書需求，請學校先函知本局。俟本局同意經費申請後， 

    再請學校製作大字書需求經費概算表，並仔細確認申請項目內容是否正確， 

    如正確無誤者，逐級核章後逕送本局(免備文)。 

(二) 倘視障學生有點字書需求，應主動聯絡臺中啟明學校詢問有關委託招標點

字書事宜，聯絡人：施智翔先生，電話：25562126#1207。 

二、學障有聲書申請   

目前高中職的學障有聲書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統整辦理，俟該署函文

教育局後，再請學校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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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輔導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計畫 

一、目的： 

(一)為協助本市所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順利

完成學業，並提供適性教育，以培養其健全人格，促進其生活、學

習、社會及職業等各方面之適應，本局比照國教署辦理之輔導身心障

礙學生計畫，訂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補助主管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及市立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經費作業要點」，以辦理本市所轄公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輔導計畫。 

(二) 旨揭經費補助由原國教署所轄公私立學校至特教通報網填報，經費補

助項目為輔導行政業務費、工讀生服務費、輔導人員輔導鐘點費、教

具教材及相關教學輔助費等4項，依線上人數稽核計算後，再送本局

依補助基準複核。 

(三) 相關補助項目及基準規定說明如下： 

1. 輔導行政業務費： 

(1)基本行政費：有身心障礙學生者每校每年五千元。 

(2)身心障礙學生補助費：每年每人三千元。 

(3)前開輔導行政業務費(1)(2)項合計，每校最高二萬元整。 

2. 工讀生服務費：工讀生協助中、重度以上身心障礙學生生活及課業 

之輔導，依中、重度以上學生人數列計，每年每人(中、重度以上

學生)五千元，由學校統籌專款專用。 

3. 輔導人員輔導鐘點費： 

(1) 輔導重度視障（使用點字）、重度聽障、重度腦麻及重度肌肉

萎縮學生，每年每人二萬四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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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輔導其他中、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每年每人七千二百元。 

(3) 輔導身心障礙學生人數（不含中、重度）合計七十五人以上

者，每年每校補助以十五萬元為限；五十人以上未滿七十五人

者，每年每校補助以十萬元為限；二十人以上未滿五十人者，

每年每校補助以六萬元為限；十人以上未滿二十人者，每年每

校補助以三萬元為限；九人以下者，每年每校補助以一萬五千

元為限。 

4. 教材教具及相關教學輔助費：身心障礙學生十人以下者，以補助二

萬五千元為限；超過十人者，以補助四萬五千元為限。 

二、辦理期程： 

(一)本案為年度補助經費，申請及補助期程與繳回賸餘款皆以年度為單位

辦理。本局於每年年初函請本市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免備文向本局

提出申請後，依本案補助基準複核各校所送之概算資料。核定各校之

實施計畫須於該年年底(12月31日)前執行完畢，並於隔年1月底(1月31

日)前，於臺中市特教資訊網填寫輔導成果資料及完成賸餘款繳回事

宜，以茲評估辦理績效。各校執行實施計畫如於該年8月有新進之身心

障礙學生，亦請能讓其參與各校旨揭輔導計畫。 

(二)本案本(110)年度計有市立臺中一中等14校及私立弘文高中等17校，合

計31校申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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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業務報告 

 

承辦人：洪川富(原：黃雯鈺) 

壹、 本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支持輔導計畫 

一、 目的： 

(一)為瞭解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規劃與運作現況與

問題，並提昇特殊教育課程規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品質，以符合特殊教

育學生學習需求。 

(二)強化本市學校對特殊教育課程規劃之運作，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

殊教育課程。 

(三)結合專業團隊評估學生需求，協助教師運用課程調整原則，提供學生適

切課程，營造融合教育環境。 

二、 實施時間：以學年度為單位，進行各輔導項目之檢視工作及提供建議，

以利學校規劃下學年度課程安排。 

三、 實施項目： 

項次 輔導項目 辦理方式 辦理期程 

(一) 
學校課程及相關

服務審議情形 

1.發文至各校，請學校依「特殊教育課程規劃及

相關服務運作檢核表」進行運作，且校內特殊

教育課程規劃及課程評鑑經特殊教育推行委

員會確實審議後，繳交相關會議紀錄。 

2.檢視及確認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運作及

規劃審議之執行情形。 

每年 6-9月 

(二) 學校課程計畫 

1.學校之特殊教育班課程規劃需經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通過後實施；另學校課程計畫應由課程發

展委員會通過後，按函文規定依期程陳報備

查。 

2.課程計畫經備查後，請學校運用書面或網站

等多元管道向學生與家長說明，並將下一學

年度學校課程計畫公布於校網。 

3.為有利於學生選校參考，學校應於該年度新

生入學半年前完成課程計畫備查與公告說

明。 

身心障礙類：每

年 9-11月 

資賦優異類： 

1.學術性向：每

年 3月 

2.藝術才能：每

年 12月-隔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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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輔導項目 辦理方式 辦理期程 

(三) 

個別化教育計畫 
1.發文至各校，請學校依函文規定繳交該學年

度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輔導計畫。 

2.支持輔導小組參與督導工作，給予學校相關

督導改善意見，並提供學校課程調整建議，提

升學生課程適切性。 

每年 3-4月 

每年 9-10月 

個別輔導計畫 每年 7-8月 

(四) 
學校(下學年度)

課程規劃與調整 

1.支持輔導小組經綜合審視後，評估需進行整

體課程輔導之學校。 

2.由支持輔導小組主動提供書面建議事項、到

校輔導訪視、辦理座談或電話諮詢等多元服

務，以協助學校妥善規劃課程，並提供適配之

特殊教育服務。 

每年 4-5月或依

學校實際情形排

定 

 

四、 各校應依「本市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課程規劃及相關服務運作檢核表

（含身心障礙、資賦優異）」進行檢核工作，並依各項規定時程辦理業

務及上傳至雲端系統備查。 

⚫ 109 學年度運作檢核表已函文至各校，請於 110 年 7 月 23 日前

上傳雲端系統備查。 

五、 預期效益： 

(一) 藉由輔導小組輔導方式，提供學校未來撰寫課程計畫、規劃學生課程

及進行學習調整之參考方向，以提升學校課程安排之適切性，營造融

合之友善學習環境，以符合十二年國教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之訴求。 

(二) 協助學校進行自我評估課程之實施，確保及持續改善學校整體教學環

境、課程發展、教學創新及學生學習之成效。 

 

貳、 高中課程調整申請及設科申請 

本局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

育課程實施規範」，各學年度辦理特殊教育學校設科計畫審查及高級中等學

校服務群集中式特教班課程計畫審查會議，主要以各校之社區資源、地方產

業趨勢、學區學生就學就業需求、學校特色、定位及教師專業等面向於會議

中審查，審查通過後核定得設立科別或調整課程計畫，以建構特殊教育學生

完善的就學和實習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