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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工作行事曆

序號

日期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協辦單位

1

99/10/13(三)

成立聯合安置委員會暨召
開標準作業審查會議

國立草屯商工

國立台中高農

2

99/10/15（五）～ 辦理國三就學輔導轉銜會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
99/10/31（日） 議

3

99/10/15（五）～ 調查提報十二年就學安置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
99/11/15（一） 各障別學生需求

各國民中學

4

99/11/18（四）前

高中職校網路填報開缺安
置名額

各高中職學校

省網中心
教育部特教通報網

5

99/11/18（四）～ 協調縣市政府及各高中職
99/12/15（三） 學校開缺安置名額

各安置作業區
承辦學校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
各高中職學校

6

99/11/20（六）前

提報各作業區安置委員名
單

各安置作業區
承辦學校

7

99/12/03（五）前

核聘各作業區安置委員及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聯合安置委員

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草屯商工）

8

99/12/10(五)

召開第一次聯合安置委員 聯合安置委員會
會議(簡章審查會議)
（國立草屯商工）

國立台中高農

9

99/12/17(五)

召開安置需求與開缺協調 聯合安置委員會
會
（國立草屯商工）

國立台中高農

10

99/12/31(五)

核定各高級中等學校提供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十二年就學開缺安置名額

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草屯商工）

11

100/01/07(五)

簡章上網公告並提供下載 聯合安置委員會
使用
（國立草屯商工）

省網中心
教育部特教通報網

12

100/01/10（一） 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就學宣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
～
導說明會(含網路報名作
各作業區承辦學校
100/02/11（五） 業說明)

13

100/02/04(五)前

國中身心障礙學生通報資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
料更新

100/02/12（六）
～
100/02/19（六）
100/02/21（一）
～
100/03/04（五）

國立台南大學視障
視障類及聽障類升學座談
教育與重建中心、
會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
畢結業生向各國民中學完
成網路報名作業（網路報
各國民中學
名）

14

15

1

各高中職、
特教學校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

序號
16

17

18

19

20

21

日期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100/03/07（一）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接受各
各安置作業區
～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
國民中學統一報名
承辦學校
100/03/09（三）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將報名
資料統計表彙送各安置作
各安置作業區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
100/03/28(一)前
業區承辦單位 (報名截止
承辦學校
日)
100/03/18（五）
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開缺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各安置作業區承辦學校
～
安置名額
100/04/18（一）
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苗栗特教學校
召開智能障礙類能力評估
100/04/07(四)
（國立草屯商工）
國立雲林特教學校
試務工作協調說明會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各安置作業區承辦學校
各安置作業區
寄發智障類能力評估通知
承辦學校
聯合安置委員會
100/04/13(三)
單寄發視障類甄試准考證 國立台南大學視障
（國立草屯商工）
教育與重建中心
100/04/18（一）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智障類能力評估施測人員講 國立苗栗特教學校
～
各安置作業區
習
國立雲林特教學校
100/04/22（五）
承辦學校

22

100/04/23(六) 智障類能力評估

國立苗栗特教學校
各安置作業區
承辦學校

23

100/04/23、24
視障類甄試
(六、日)

國立台南大學視障
教育與重建中心

24

25

26

協辦單位

100/04/24（日）
智障類能力評估成績資料分 國立苗栗特教學校
～
析
國立雲林特教學校
100/05/05（四）
寄發智障類能力評估成績
各安置作業區
100/04/29(五) 通知單並提供網路成績查
承辦學校
詢
函送免試實際報到名單至
免試入學委員會
100/04/29(五) 十二年就學安置相關承辦
（國立二林工商）
單位

27

100/05/02、03 智障類能力評估分數複查
(一、二)
及結果通知

28

100/05/04(三)

各安置作業區
承辦學校

寄發視障甄試成績單並提 國立台南大學視障
供網路成績查詢
教育與重建中心

2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各安置作業區
承辦學校
各安置作業區
承辦學校
省網中心
教育部特教通報網
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草屯商工）

國立苗栗特教學校

省網中心
教育部特教通報網

序號

日期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29

100/05/05、06 視障甄試分數複查及結果通 國立台南大學視障
知
(四、五)
教育與重建中心

30

100/05/05(四)

31

召開智能障礙學生能力評 聯合安置委員會
估分數切截點會議
（國立草屯商工）

100/05/09（一）
智障類及特教學校初步安
～
置委員會議
100/05/16（一）

協辦單位

國立苗栗特教學校
國立雲林特教學校

各安置作業區
承辦學校

32

100/05/09、10
視障類網路選填志願
(一、二)

國立台南大學視障
教育與重建中心

各國民中學

33

100/05/17(二) 視障類初步安置委員會議

國立台南大學視障
教育與重建中心

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草屯商工）

34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智障類及特教學校各區安 國立台中啟明學校
100/05/19(四)
置名單彙整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35

36

37

各安置作業區
承辦學校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國立台中啟明學校、
第二次聯合安置委員會議
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
100/05/25(三) (智障類暨特教學校、視
（國立草屯商工）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障類安置)
國立台南大學視障教育
與重建中心
公告智障類、視障類安置
各安置作業區
100/05/31(二) 結果並函文各縣市政府及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承辦學校
寄發錄取通知
各國民中學將聽障、學
障、情障、自閉症、腦性
100/06/04（六） 麻痺類學生第 1 次國中基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 各安置作業區承辦學校
～08（三）
本學力測驗成績單正本一 各國民中學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
聯逕寄各安置作業承辦學
校

38

100/06/04（六）
聽障類網路選填志願
～08（三）

39

100/06/10（五）

40

聽障、學障、情障、自閉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
100/06/10（五）
症、腦性麻痺類初步安置 各安置作業區承辦
～19（日）
委員會議
學校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

召開聽覺障礙學生國中基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
測分數切截點會議

3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
各國民中學
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草屯商工）

序號
41

42

43

44

日期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聽障、學障、情障、自閉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
100/06/19（日）
症、腦性麻痺、各區初步 國立彰化高商
前
安置名單彙整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第三次聯合安置委員會議
聯合安置委員會
100/06/24(五) (聽障、學障、情障、自
（國立草屯商工）
閉症、腦性麻痺類安置)
公告聽障、學障、情障、
自閉症、腦性麻痺類安置
100/06/30(四)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結果並函文各縣市政府及
寄發錄取通知
各高中職錄取學校逕行通
100/07/05（二）
知學生完成報到並完成網
各高中職學校
～07（四）
路填報工作

協辦單位
各安置作業區
承辦學校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
國立彰化高商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各安置作業區
承辦學校

45

各高中職召開特殊教育推
100/07/08(五)前 行委員會決議十二年安置
入學新生之就讀科別

46

100/07/08(五)前

各作業區追蹤統計學生報 各安置作業區承辦
到情形
學校

省網中心、
教育部特教通報網

47

100/07/11(一)前

各特教學校提報第二階段
安置缺額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

48

100/07/11（一） 各特教學校第二階段安置 各安置作業區承辦
～22（五）
作業
學校

49

100/07/15(五) 各國民中學完成各項轉銜
前
服務

50

100/09/23(五)

各高中職學校

各特教學校

各國民中學

召開十二年就學安置檢討 聯合安置委員會
會
（國立草屯商工）

4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

各縣市政府教育處

貳、10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聯合安置委員會組織分工表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1.主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作業。
2.公告智障、視障、聽障、學障、自閉症、情障、肢障類及腦性麻痺安置簡章
暨標準作業手冊。
3.公告各障礙類別安置結果。

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草屯商工）
國立草屯商工）

1.遴聘學者專家、高中職校代表、家長團體代表及教師會代表等組成聯合安置委員會。
2.召開智障、視障、聽障、學障、自閉、情障、肢障類及腦性麻痺安置簡章訂定會議。
3.召開智障、視障、聽障、學障、自閉、情障、肢障類及腦性麻痺分區承辦作業說明會。
4.召開智障、視障、聽障、學障、自閉、情障、肢障類及腦性麻痺跨區聯合安置會議。
5.召開聯合安置檢討會議。

能力評估試題研發
及分析
（ 國立苗栗特教學校）
國立苗栗特教學校 ）

特教學校安置承辦單位
（ 彰化啟智學校、
彰化啟智學校、台中啟明
學校、
學校、台中啟聰學校）
台中啟聰學校 ）

學障類、自閉症類
及情緒行為障礙類
安置承辦單位

肢障類、腦性麻痺
類安置承辦單位

視聽障類高中職校
安置承辦單位

（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

（ 國立台南大學視障教育
與重建中心、
、國立台中啟
聰學校）
聰學校
）

1.彙整各作業區肢障
類、腦性麻痺安置
需求。
2.彙整各作業區初步
安置名單。
3.初步安置名單陳報
聯合安置委員會。

1.彙整各縣市視、 聽
障學生報名資料。
2.辦理視障學生入 學
考試。
3.彙整聽障學生基 測
成績。
4.初步安置名單陳 報
聯合安置委員會。

（ 國立彰化高商）
國立彰化高商）
1.開發智能障礙類能
力評估施測工具及主
辦能力評估講習
2.能力評估成績資料
分析

1. 彙 整 各 作 業 區 智 障 、 視
障、聽障特殊教育學校安
置需求。
2.彰智負責能力評估施測工
具採購及協辦能力評估施
測人員講習。
3.初步安置名單陳報聯合安
置委員會。

1. 彙 整 各 作 業 區 學 障
類、自閉症類及情緒
行為障礙類別安置需
求。
2.彙整各作業區初步安
置名單。
3.初步安置名單陳報聯
合安置委員會。

各安置作業區承辦學校

各縣市鑑輔會

1.調查彙整各縣市國中應屆畢業生
各障礙學生人數並提報各分區承
辦單位。
2.受理各國民中學報名並將報名資
料提報各作業區承辦單位。
3.受理各障礙類別學生鑑定作業。
4.報名資料審查核章。

1.遴聘縣市鑑輔會代表、家長代表、高中職校、專家學
者等組成分區安置委員會
2.彙整學生報名資料。
3.彙整區內國中各障礙學生人數並協調高中職提供安置
缺額暨學校特色，提報各類安置承辦單位。
4.協調縣市高中職校辦理智障類能力評估。
5.彙整自閉症、學障、情障及腦性麻痺學生基測成績。
6.進行智障、學障、自閉症、情障及腦性麻痺類別學生
初步安置。
7.辦理庶務工作。

各縣市國民中學
1.彙整各障礙學生報名資料提報各
縣市鑑輔會審查鑑定。
2.召開個案輔導相關會議。
3.協助學生參加能力評估及唱名安
置作業

5

參、10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聯合安置委員會端、
分區安置委員會端、各縣市政府及國中端作業對照流程圖
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草屯商工
國立草屯商工)
國立草屯商工

成立聯合安置委員會
<99/10/13（三）>

核定各高級中等學校安
置身心障礙學生名額
<99/12/31（五）>

公告各障礙類簡章
<100/01/07（五）>

分區安置委員會
(各安置作業區承辦)
學校)
成立分區安置委員會
聘請學者專家學會代表組成
委員會<99/12/03（五）前>
召開各高級中等學校安置身心
障礙學生名額協調會
<99/12/17（五）前>
各安置作業區彙整學生報名
資料<100/03/28（一）>

公告智障、視障類安置名
單<100/05/31（二）>

國中提報十二年就學安置
各障別學生需求<99/10/15
（五）~99/11/15（一）>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自行上
網下載簡章<100/01/07（五）>

各縣市政府更新學生特教通
報網資料<100/02/04（五）>前

寄發能力評估通知 寄發視障甄試
單<100/04/13（三）>
准考證
<100/04/13（三）>

召開智障、視障類聯合安
置委員會<100/05/25（三）>

各縣市政府及國中

辦理能力評估
講習<100/04/18
（一）~22（五）>

視障類辦理甄試
<100/04/23、24
（六、日）>

智障類辦理能力評
估<100/04/23（六）>

各縣市辦理身心障礙學生
就學宣導說明會<100/01/10
（一）~100/02/11（五）>

國中端受理學生網路報名
＜100/02/21（一）~03/04（五）

各縣市政府受理各國中報
名<100/03/07（一）~09（三）>

進行分區初步安置
召開聽障、學障、情緒行
為障礙、自閉症類聯合安
置委員會<100/06/24（五）>

聽障、學障、
智障類（含
情障、自閉
視障類
特教學校）
<100/05
症、腦性麻痺
<100/05/09
/17（二）> 類 100/06/10
（一）~16
（一）>

公告聽障、學障、情緒行
為障礙、自閉症類安置名
單<100/06/30（四）>

召開十二年就學安置檢
討會<100/09/23（五）>

（五）~19（日）

彙整初步安置結果並
陳報聯合安置委員會
聽障、學障、
情 障 、 自 閉
視障類
智障類
<100/05 症 、 腦 性 麻 痺
<100/05/19
/17（二）> 類
（四）>
前

<100/06/19 （ 日 ）
>前

將各障礙別學生報名資料轉送各安
置錄取學校<100/6/30（四）>

辦理特教學校第二階段安置
<100/7/11（一）~7/22（五）>
6

各縣市鑑輔會審核各國中
報名資料

報名安置學生資料彙送各安置
作業單位<100/03/28（一）>

各國中將報名聽障、學障、
情障、自閉症、腦性麻痺類
學生第 1 次國中基測成績逕
寄各安置作業承辦單位
<100/06/04（六）~08（三）
>

各國民中學主動將學生相關
轉銜服務資料送至各安置錄
取學校，並轉銜追蹤至少 6
個月<100/7/15（五）前>

肆、10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各項作業流程圖
一、智能障礙類升學高中職學校特教班安置作業流程圖
學生於 100/03/04（五）前
向原就讀國民中學完成網路
報名作業（含志願初選）

縣市鑑輔會審
查學生報名資
格

否

退回原國中補齊資料

是
100/04/23（六）辦理能力評估

100/04/29（五）寄發成績單並
提供網路成績查詢

成績複查
(100/05/03（二）前)

100/05/09（一）~16（一）分
區初步安置會議（唱名現場分
發為主）

100/05/25（三）召開聯合安置
委員會確認名單

100/05/31（二）公告安置結果
並寄發錄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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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障、視障、聽障及肢障類升學特教學校安置作業流程圖
學生於 100/03/04（五）前
向原就讀國民中學完成網路
報名作業（含志願初選）

縣市鑑輔會審
查學生報名資
格

否

是

100/05/09（一）~16（一）
分區辦理初步安置

100/05/25（三）召開聯合
安置委員會確認名單

100/05/31（二）公告安置
結果並寄發錄取通知

8

退回原國中補齊資料

三、視障類升學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安置作業流程圖
學生於 100/03/04（五）前
向原就讀國民中學完成網路
報名作業（含志願初選）

縣市鑑輔會審查
學生報名資格

否

退回原國中補齊資料

是

100/4/23（六）-24（日）
視障甄試

100/05/04（三）寄發成績單
並提供網路成績查詢

成績複查
(100/05/06（五）前)

100/05/09（一）~10（二）
考生網路選填志願

100/05/17（二）
辨理初步安置
100/05/25（三）召開聯合安
置委員會確認名單

100/05/31（二）公告安置結
果並寄發錄取通知

100/07/08（五）前各高中職召開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決定安置入學新生就讀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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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聽障類升學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安置作業流程圖
學生於 100/03/04（五）前
向原就讀國民中學完成網路
報名作業（含志願初選）

縣市鑑輔會審
查學生報名資
格

否

是
100/06/04（六）~08（三）原
國中協助學生網路填報第 1 次
國中基測成績及志願學校，
（列印志願選填表，併同成績
正本一聯郵寄國立台中啟聰學
校辦理)

100/6/10（五）召開聽覺障礙
學生國中基測分數切截點會議
100/6/10（五）~19（日）
辦理初步安置
100/6/24（五）召開聯合安置
委員會確認名單

100/6/30（四）公告安置結果
並寄發錄取通知

100/7/08（五）前各高中職召開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決定十二年安置入學新生就讀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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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原國中補齊資料

五、學障、自閉症類、腦性麻痺類升學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安置作業流程圖
學生於 100/03/04（五）前向原
就讀國民中學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含志願初選)

縣市鑑輔會審查
學生報名資格

否

是

100/6/04（六）~08（三）原
國中協助學生網路填報第 1
次國中基測成績(成績正本一
聯郵寄各作業區承辦學校)

100/6/10（五）~19（日）分
區辦理初步安置(唱名現場分
發為主)

100/6/24（五）召開聯合安
置委員會確認名單

100/6/30（四）公告安置結
果並寄發錄取通知

100/7/08（五）各高中職召開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決定十二年安置入學新生就讀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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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原國中補齊資料

六、情緒行為障礙類升學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安置作業流程圖
學生於 100/03/04（五）前向原
就讀國民中學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含志願初選)

資料不全
縣市鑑輔會審查
學生報名資格

退回原國中補齊資料

否

資格有疑義
是
綜合審議

100/06/04（六）~08（三）
原國中協助學生網路填報第 1
次國中基測成績(成績正本一
聯郵寄各作業區承辦學校)

通過
資格不符

100/6/10（五）~19（日）分
區辦理初步安置(唱名現場分
發為主)
100/6/24（五）召開聯合安
置委員會確認名單

100/6/30（四）公告安置結
果並寄發錄取通知
未符資格條件無法安置
(請報名其他多元入學管道)
100/7/08（五）前各高中職召開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決定十二年安置入學新生就讀科別
12

七、學生、家長向國中報名流程圖

1. 參與就讀國中宣導說明會

學生、家長接受就讀
國中提供或自行蒐集
資料

2. 參與就讀國 中轉銜輔 導相關
會議
3. 參與各作業 區及縣市 政府舉
辦之就學宣導說明會
家長依學生能力、興趣…等

向就讀國中教務處或輔導室索取
簡章<100/02/21（一）前>

4. 3 ，適性選擇升學進路。

家長填寫報名表<100/02/21（一）
前>備妥簡章規定之各項繳驗證件
暨資料

向就讀國中輔導室或教務處報名
<100/03/04（五）前>

就讀國中檢查學生身
份、核對應繳證件暨
報名資料是否正確

否

是

學校協助學生完成
網路報名作業
<100/03/04（五）前>

就讀國中承辦人員填寫團體報名名冊

向鑑輔會呈報<100/03/09（三）前>
13

就讀國中通知學生家長，
於<100/03/04（五）>前補齊缺
繳證件資料

八、國中向縣市鑑輔會提報學生報名表流程圖

各國中彙整及備妥下列資料：
1. 學生團體報名名冊。
2. 學生個別報名表(包括應繳證件
暨資料)。

就讀國中彙整以上資料函送各縣
(市)教育局<100/03/09（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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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縣市鑑輔會作業流程圖
縣市鑑輔會接受各國中函
送學生團體報名名冊
<100/03/09（三）前>

縣市鑑輔會召開會
議審查是否符合報
名資格

否

退回原國中補齊資料，並
於 <100/03/24 （四）前 >
函送縣(市)政府鑑輔會

是
縣市鑑輔會函送各類別學生報名表件至各類別承
辦學校<100/03/28（一）前>

台
中
啟
聰
學
校

啟明類特殊教育學校

和
美
實
驗
學
校

啟聰類特殊教育學校

啟
仁
類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台
中
啟
明
學
校

1. 智能障礙類(高職
特教班、特殊教
育學校)
2. 學習障礙類
3. 自閉症類
4. 腦性麻痺類
5. 情緒行為障礙類

16 個作業區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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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視覺障礙類
2. 聽覺障礙類

1. 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建中
心（視障）
2.台中啟聰學校（聽障）

十、各作業區辦理智能障礙（含啟仁、啟聰、啟明類特教學校）、學習障礙、
情緒行為障礙、自閉症及腦性麻痺類安置作業流程圖

各作業區承辦學校

智障類升學高職特教班

辦理能力評估
<100/04/23（六）>
各作業區召開初步安
置會議<100/5/09
（一）~16（一）>

啟智、啟仁、啟聰、啟
明類特教學校高職部

學障類、情緒行為障礙類、自
閉症類及腦性麻痺類

造冊並承送各障別承辦學
校＜100/03/28（一）
>(啟智→彰化啟智；啟明
→台中啟明；啟聰→台中
啟聰；啟仁→和美實驗)

彙整第 1 次國中基本學力測
驗成績<100/06/08（三）>前

智障類及特教學校安置會議(彰化啟智、台中啟
明、台中啟聰、和美學校) <100/05/19（四）>前

繕造安置名冊，轉送聯合安置委員會<100/05/19
（四）>(國立草屯商工)

召開第二次聯合安置會議<100/05/25（三）>
（含智障類及各特教學校、視障類）
(國立草屯商工)

召開初步安置會議<100/6/10
（五）~19（日）>
繕造安置名冊，轉送各障礙類
承辦學校（學障類、自閉症類
及情緒行為障礙類→國立彰化
高商；腦性麻痺類→和美實驗
學校）<100/06/19（日）>前
召開第三次聯合安置會議（含聽障類、
學障類、情緒行為障礙類、自閉症類、
腦性麻痺類）<100/06/24（五）>

公告安置名單
<100/06/30（四）>

公告安置名單
<100/05/31（二）>

1. 通知安置學校
2. 通知縣市鑑輔會轉知國中
3. 通知安置學生

1. 通知安置學校
2. 通知縣市鑑輔會轉知國中
3. 通知安置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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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國立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辦理視覺障礙類、國立台中啟聰學校辦
理聽覺障礙類安置作業流程圖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
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聽覺障礙類升學國立暨臺灣省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
視覺障礙類升學國立暨臺灣省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

辦理升學說明會<100/02/12（六）-100/02/19（六）>

辦理視障甄試<100/04/23（六）、24（日）>

辦理升學說明會
<100/02/12（六）-100/02/19（六）>
彙整第 1 次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成績
<100/06/08（三）>
辦理學生網路選填志願
<100/06/08（三）>

辦理學生網路選填志願<100/05/09（一）、10（二）
>

召開初步安置委員會議 <100/05/17（二）>

召開聽覺障礙學生國中基測分數切截點
會議<99/06/10（五）>
召開初步安置委員會議
<100/06/10（五）-100/06/19（日）>

繕造安置名冊，轉送聯合安置委員會(國立草屯
商工)<100/05/19（四）>

參加第二次聯合安置會議
<100/05/25（三）>

繕造安置名冊，轉送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草屯商工) <100/06/19（日）前>
參加第三次聯合安置會議
<100/06/24（五）>

公告安置名單
<100/05/31（二）>

公告安置名單
<100/06/30（四）>

1. 通知安置學校
2. 通知縣市鑑輔會轉知國中
3. 通知安置學生

1. 通知安置學校
2. 通知縣市鑑輔會轉知國中
3. 通知安置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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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智障類能力評估作業流程圖
工 作 要 項

作業流程

1 召開會議說明計畫之內容
2 擬定評估工作計畫
 擬定作業流程圖

訂定智能障礙類能力評估工作計畫
<99/10>

1 遴聘學者專家與工作成員
2 確定各組負責人與各組成員
 分為行政組、試題研發製作組與
宣導執行組三組
 召開會議確認評估項目內容

組成能力評估工作小組
<99/10>
召集成立命題小組
<99/11>

1 各校推薦命題教師
2 請命題教師命題，以建立題庫
 聘請學者與小組成員共同設計試
題

進行評估工具研發
<99/12>

1 設計指導手冊/指導語與計分表
2 採購評估工具

完成預試
<100/03 前>

1 至北中南東抽樣學校進行試題預
試
2 進行預試結果分析與討論
 試題項目分析

完成正式試題
<100/04>

1 依預試分析結果修正試題
2 召開試題確認會議
 進行試題製作及彌封

實施評估工具講習
<100/04/18（一）～100/04/22（五）>

1 請 16 區至彰智領取評估工具
2 遴派學者專家或小組成員至 16
區進行講習

進行 16 作業區正式施測
<100/04/23（六）>

1 16 業區同步進行能力評估
2 中辦長官分至 16 作業區督導
進行統計分析
<100/05>

各區進行分數統計
彙整各區得分情形表
進行得分統計工作
依據得分統計分析結果/各區得
分及招收名額訂定切裁點
 各校清點評估工具
 寄回指導語及計分表
1
2



進行安置
<100/05>

1
2




召開能力評估檢討會議
<100/7>

各區安置委員會進行初步安置
進行跨區學生之安置
召開聯合安置委員會
確認安置結果
公告安置結果於阿寶的天空暨
相關網站

1 召開期末檢討會議檢討計畫之進
行
2 研討並初步擬定下年度執行方向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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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0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特殊教育學校第二次安置作業流程圖

通報系統於 100/07/08(五)前顯
示各國立特教學校第 2 階段安置
缺額，各國立特教學校應上網檢
視並回報。（網路作業）

各縣市政府依安置簡章規定，於
100/07/08(五)前通知所轄國中報名日
期、注意事項等

學生於 100/07/11(一)~15(五)向原畢業
國中完成網路報名，國中將報名表件送
達所在地縣市鑑輔會

否

學生原畢業國中所在地
縣市鑑輔會於
100/07/16~22 完成審查
學生報名資格

退回，請國中補齊資料

是
縣市政府於 100/07/29(五)前依特教學校餘
額，彙整學生報名表件寄送各安置特教學
校

各安置特教學校於 100/07/29(五)前覆核各
縣市學生報名，並函知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

學生原畢業國中所在地縣市政府於
100/08/05(五)前確定安置並核准文號

各安置特教學校於 100/08/12(五)前通知學
生應於開學日前完成報到

原畢業國中及新安置學校
100/08/31(三)前完成轉銜通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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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10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緊急及重大事件處理方式
編號

項目名稱

一

十二年安置簡章內容
疑義

二

1. 召開緊急處理會議。
2. 由總承辦學校於甄試、評估前一日晚
間 10 時、10 時 30 分、11 時及 11 時
30 分電視新聞播報時宣佈。
教育部、
因天然災害或偶發事 3. 若前一晚 11 時情況正常，未公布延期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件須延期辦理視障類
辦理能力評估結果，但在翌日清晨發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甄試及智障類能力評
生，則於清晨 6 時、6 時 30 分、7
國立苗栗特教學校、
估
時、7 時 30 分及 8 時於各傳播媒體各
國立臺南大學
播放一次延期辦理。
4. 各作業區應派專人收聽廣播、電視，
必要時應主動與十二年就學聯合安置
委員會(國立草屯商工)密切連繫。

三

1. 召開緊急處理會議。
2. 由總承辦學校於安置結果公告前一日
晚間 10 時、10 時 30 分、11 時及 11
時 30 分電視新聞播報時宣佈。
3. 若前一晚 11 時情況正常，未公布延期 教育部、
颱風、地震…等天然
公告安置結果，但在翌日清晨發生，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災害或偶發事件須延
則於清晨 6 時、6 時 30 分、7 時、7 時 十二年就學安置聯合安置委員會
期公告安置結果
30 分及 8 時於各傳播媒體各播放一次 (國立草屯商工)
延期放榜。
4. 各作業區應派專人收聽廣播、電視，
必要時應主動與十二年就學聯合安置
委員會(國立草屯商工)密切連繫。

四

報名表及能力評估工 1.
具資料於運送途中發 2.
生事故（如交通事故
或其他人為因素），
致使影響安置作業

五

建議處理方式

權責單位

1. 召開緊急會議，請相關人員研商解決 教育部、
辦法，報准後以書面通知相關單位或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學生家長。
十二年就學安置聯合安置委員會
2. 透過新聞媒體說明。
(國立草屯商工)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報警並請求支援。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若報名表或相關評估工具資料遺失或
國立苗栗特教學校、
毀損，考量影響安置公平性之程度，
十二年就學聯合安置委員會(國立草
召開緊急會議，研議處理方式或決定
屯商工)、
是否延期辦理能力評估。
各作業區承辦學校
十二年就學聯合安置委員會(國立草
學生報名基本資料錯
聯絡報名學生及相關國中核對資料。
屯商工)、
誤
各作業區承辦學校

六

報名表所附國中基本
十二年就學聯合安置委員會(國立草
查明原委後，聯絡報名學生及相關國中依
學力測驗成績與師大
屯商工)、
相關規定辦理。
心測中心資料庫不符
各作業區承辦學校

七

教育部、
發生重大申訴及緊急 召開十二年就學聯合安置委員會或就學輔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事件
導委員會研商解決方案。
十二年就學聯合安置委員會(國立草
屯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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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100 學年度聯合安置暨就學輔導委員名單一覽表
編號 名

稱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電話

1

安置委員
兼召集人

蔡慧登

國立草屯商工校長

049-2362082#1101
542 南投縣草屯鎮墩堭路三段 188 號

2

安置委員

盧台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教授

02-77345069 或 02-77365017
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3

安置委員

周台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務長

04-7232105#5601 或#2413
500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 1 號

4

安置委員

葉瓊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教系教授

04-7232105#2430
500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 1 號

5

安置委員

李永昌

6

安置委員

林慶仁

7

安置委員

何素華

8

安置委員

代表

9

安置委員

代表

10

安置委員

代表

11

安置委員

代表

12

安置委員

代表

13

安置委員

代表

14

安置委員

代表

15

安置委員

代表

16

安置委員

陳金進

國立臺中高農校長

04-22810010#100
40146 臺中市台中路 283 號

17

安置委員

陳志福

國立二林工商校長

04-8962132
526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斗苑路四段 500 號

18

安置委員

鐘長生

國立彰化高商校長

19

安置委員

陳素雲

國立彰化啟智校長

20

安置委員

林怡慧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校長

04-7552009#1235
508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 115 號

21

安置委員

張金華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校長

04-23589577#1200
407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1 號

22

安置委員

許維純

彰化縣私立達德商工校長

04-8753929
彰化縣田中鎮中南路二段 277 號

07-7172930＃2322
802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國立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建 06-2133111#641 或＃720
中心主任
700 臺南市中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03-2656700 或 03-2656707
中原大學特教系主任
320 桃園縣中壢市普忠里普仁 22 號
02-2831-7222；Fax：02-2831-7929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111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420 號 2 樓之 2
04-25312684 ；Fax：04-25312801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42752 臺中縣潭子鄉中山路一段 185 巷 1 號
02-27364062 ；Fax02-27363694
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
106 臺北市和平東路三段 36 號 11 樓
02-23944258 ；Fax：0223944392
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
臺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 62 號 3 樓
02-27017271；Fax：02-27547250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106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285 號 3 樓
02-27455526
中華視障聯盟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信路 35 號 3 樓
02-27361386
社團法人台灣赤子心過動症協
111 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 3 段 391 巷 20
會
弄 27 號
02-25675117
全國教師會
104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9 號 4 樓之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教授

04-7262201#112
500 彰化市華陽里南郭路一段 326 號
04-8727303
511 彰化縣社頭鄉中山路一段 30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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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100 學年度工作推動小組名單一覽表
編號

姓

名

服務單位/職稱

地址

電話

1

藍順德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主任

臺中縣霧峰鄉中正路 738 之 4 號

04-37061800

2

黃新發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副主任

臺中縣霧峰鄉中正路 738 之 4 號

04-37061800

3

羅清雲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科長

臺中縣霧峰鄉中正路 738 之 4 號

04-37061100

4

王鳳鶯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科長

臺中縣霧峰鄉中正路 738 之 4 號

04-37061200

5

韓春樹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科長

臺中縣霧峰鄉中正路 738 之 4 號

04-37061300

6

李垣武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科長

臺中縣霧峰鄉中正路 738 之 4 號

04-37061400

7

洪妙宜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視察

臺中縣霧峰鄉中正路 738 之 4 號

04-37061107

8

鍾錦芳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專員

臺中縣霧峰鄉中正路 738 之 4 號

04-37061101

9

胡淳淨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科員

臺中縣霧峰鄉中正路 738 之 4 號

04-37061122

10

楊蓓瑛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商借人員

臺中縣霧峰鄉中正路 738 之 4 號

04-37061119

11

許榮添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校長

宜蘭縣五結鄉國民中路 22 之 20 號

03-9509788

12

許碧雲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校長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街 20 號

02-24526332

13

黃開成 國立林口啟智學校校長

臺北縣林口鄉文化北路一段 425 號

02-26006768#200

14

呂淑美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校長

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03-3647099

15

王淑姿

新竹縣竹北市中央路 3 號

03-5515191#11

16

劉福鎔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校長

苗栗縣嘉新里 4 鄰經國路四段 825 號

037-266498

17

邱進興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校長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296 號

04-22582289#300

18

王崇懋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校長

雲林縣斗南鎮新崙里新崙路 100 號

05-5969241

19

吳琇瑩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校長

嘉義市世賢路二段 123 號

05-2858549#200

20

張國津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校長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二段 74 號

06-3554591#100

21

周志岳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校長

臺南縣新化鎮信義路 52 號

06-5901914#111

22

林永堂

屏東縣潮洲鎮光春路 311 號

08-7899639

23

沈宏五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校長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二段 2 號

03-8544225#100

24

汪成琳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校長

臺中縣后里鄉三豊路 72 號

04-25562126#101

25

張瑞杰 國立草屯商工教務主任

南投縣草屯鎮墩煌路三段 188 號

049-2362082#1211

26

陳韻如 國立臺中高農輔導主任

臺中市台中路 283 號

04-22810010 #620

27

李及時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主任

彰化縣社頭鄉中山路一段 306 號

04-8727303#2100

28

王菊生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臺北縣中和市立人街 2 號

29

莊璧阡 臺灣省特殊教育網路中心

南投縣草屯鎮墩煌路三段 188 號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籌備處主任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籌備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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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2300266

捌、10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各障礙類別承辦單位一覽表
一、指導單位：
教育部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網址：http://www.tpde.edu.tw
主辦單位：
100 學年度臺灣省及金馬地區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聯合安置委員會
二、承辦單位：
單位

承辦人

國立草屯
國立草屯高級
草屯高級商業工業
高級商業工業職業學校
商業工業職業學校
(100 學年度十二年就學安置
總承辦單位)
地址: 【542】南投縣草屯鎮墩煌路
三段 188 號
網址：
http://www.ttvs.ntct.edu.tw
聯絡人 E-mail：
bee@mail.aide.gov.tw

蔡慧登校長

(049)2362082 轉 1101
手機:0921342601

(049)2304812

張瑞杰主任

(049)2362082 轉 1211
手機:0921710926

(049)2362920

林春美組長

(049)2362082 轉 3106
手機:0928392201

(049)2357666

莊璧阡老師

(049)2300266
手機:0926283203

(049)2302106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智障類安置承辦單位)
地址:【511】彰化縣社頭鄉中山路
一段 306 號
網址：
http://www.chsmr.chc.edu.tw

陳素雲校長

(04) 8727303 轉 1200
手機:0975-280799

(04)8727305

李及時主任

(04) 8727303 轉 2100
手機:0923-100420

(04)8728652

林雅淇組長

(04) 8727303 轉 2102
手機:0919-017369

(04)8728652

林慶仁主任

(06) 2138354
手機:0958-788573

(06)2137944

陳可華助理

(06) 2138354
手機:0929-567206

(06)2137944

鐘長生校長

(04) 7262586 轉 112

涂武勝主任

(04) 7262586 轉 211
手機:0989-003148

(04)7258735

丘麗珍組長

(04) 7262586 轉 211
手機:0988-120240

(04)7258735

聯絡人 E-mail：
reg@chsmr.chc.edu.tw
國立臺
國立臺南大學
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視覺障礙類高中職校
安置承辦單位)
地址：【700】台南市樹林街二段 33
號
網址：http://web.nutn.edu.tw
聯絡人 E-mail：
vhc-1@pubmail.nutn.edu.tw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學習障礙類、自閉症類、情緒行為
障礙類安置承辦單位)
地址：彰化市南郭路一段 326 號
網址：
http://www.chsc.chc.edu.tw/
聯絡人 E-mail：
spe@chsc.tw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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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電話

單位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肢障、腦性麻痺類安置承辦單位)
地址：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 115
號
網址：http://www.nhes.edu.tw/
聯絡人 E-mail：
reg@mail.nhes.edu.tw
國立台中啟明學校
(視障類特殊教育學校
安置承辦單位)
地址：台中縣后里鄉三豊路 72 號
網址：
http://www.cmsb.tcc.edu.tw
聯絡人 E-mail：
bess0209@mail.cmsb.tcc.edu.tw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
(聽障類高中職校、特殊教育學校
安置承辦單位)
地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一號
網址:http://www.thdf.tc.edu.tw/
聯絡人 E-mail：
hiro_wu0701@yahoo.com.tw
emamytw@hotmail.com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林怡慧校長

(04)7552009

轉 1235

(04)7556138

蕭世宏主任

(04)7552009 轉 1203
手機:0953-599903

(04)7569867

黃羚雅組長

(04)7552009 轉 1239
手機:0919-714848

(04)7569867

汪成琳校長

(04)25562126 轉 101

王金香主任

(04)25562126 轉 102
手機:0923-116012

(04)25569484

李孟珍組長

(04)25562126 轉 212
手機:0921-725260

(04)25578201

張金華校長

(04)2358-9577 轉 1200

(04)23584602

吳星宏主任

(04)2358-9577 轉 2200
手機:0987-513798

(04)23584612

黃怡霖組長

(04)2358-9577 轉 2202
手機:0911-988237

(04)2358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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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10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各安置作業區承辦學校一覽表

區
別
宜
蘭
區

包含
縣市

承辦
學校

國立宜蘭特殊
宜蘭縣
教育學校

校長

聯絡地址

承辦人

手機號碼

聯絡電話

傳真

聯絡 E-mail

268 宜蘭縣五結鄉國民中路
(03)950-9788
林靜文主任 22 之 20 號
轉 100 或 113
※林佳瑩組長
0919-206944
0928-312621
Ilan5400@hotmail.com
許校長榮添

基
隆
區

204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街
國立基隆特殊
朱建南主任 20 號
基隆市
教育學校 0939-639776 ※蔡素梅組長
kl004@klses.kl.edu.tw
0975-329208
sumei0228@hotmail.com

台
北
區

台北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國立林口
啟智學校

桃
園
區

桃園縣

國立桃園
啟智學校

新
竹
區

新竹縣
新竹市

國立桃園
啟智學校

330 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03)364-7099
葉瑞華主任
a221@mail.tsad.tyc.edu. 轉 322 或 324
0953-127828 ※吳佑菁組長
0939-390891
tw

(03)363-7715

苗
栗
區

360 苗栗市嘉新里 4 鄰經國 (037)266-498
轉 201 或 203
國立苗栗特殊
許秀慧主任 路四段 825 號
苗栗縣
0930-905873
教育學校
※羅珮云組長
0919-823399
peiyunlo@yahoo.com.tw
0928-183661

(037)263-046

台
中
區

台中縣 國立台中特殊
台中市
教育學校

南
投
區

許校長碧雲

(03)950-9868

(02)24526332
轉 211 或 213
0935-906308
0933-999481

(02)24526341

黃校長開成

244 台北縣林口鄉文化北路 (02)2600-6768
黃維齡主任 一段 425 號
轉 2000 或 2004 (02)2600-6799
※程臻寧組長
0934-363689
0935-876385
lkm011@lkm.tpc.edu.tw
呂校長淑美

330 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03)364-7099
葉瑞華主任
轉 322 或 324
0953-127828 ※吳佑菁組長 a221@mail.tsad.tyc.edu. 0939-390891
tw

(03)363-7715

呂校長淑美

劉校長福鎔

408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
吳勝儒主任 段 296 號
※楊宗川組長 wu6506@ms59.hinet.net
0928-778358
carey0220@yahoo.com.tw
542 南投縣草屯鎮墩煌路三
蔡校長慧登
張瑞杰主任 段 188 號
南投縣 國立草屯商工
※林春美組長 lincm@ms1.ttvs.ntct.edu
0921-342601
.tw
邱校長進興

(04)2258-2289
轉 202 或 200
(04)2255-8672
0937-237139
0931-055618
(049)236-2082
轉 1211 或 3106
(049)2357666
0921710926
0928392201

511 彰化縣社頭鄉中山路一 (04)872-7303
轉 2100 或 2102
李及時主任 段 306 號
(04)872-8652
0919-017369
※林雅淇組長
0923-100420
0975280799
reg@chsmr.chc.edu.tw
陳校長素雲

彰
化
區

彰化縣

雲
林
區

國立雲林特殊
雲林縣
教育學校

國立彰化
啟智學校

630 雲林縣斗南鎮新崙里新
(05)596-9241
許瑞其主任 崙路 100 號
轉 201 或 204
※陳靜怡組長
0935-221122
0972-323670
hueehuo@yahoo.com.tw
王校長崇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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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95-3178

區
別

包含
縣市

承辦
學校

校長
手機號碼

聯絡地址

承辦人

聯絡 E-mail

600 嘉義市世賢路二段 123
蔡育臻主任 號
※林芳宜組長
0933-219063
z070@mail.cy.edu.tw
吳校長琇瑩

聯絡電話

(05) 285-8549
轉 100 或 101
(05)283-7138
0911-725988
0955-911013

嘉
義
區

嘉義縣 國立嘉義啟智
嘉義市
學校

台
南
區

709 台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二 (06)355-4591
台南縣 國立台南啟智
蔡福生主任 段 74 號
轉 111 或 114
0912-117293
台南市
學校
※陳志亮組長
0910-635977
0937-615408
0933-280215
tnmr114@gmail.com

高
澎
區
屏
東
區
花
蓮
區
台
東
區

傳真

張校長國津

712 台南縣新化鎮信義路
高雄縣 國立台南啟聰 周校長志岳 蔡璧娥主任 52 號
澎湖縣
學校
※徐筱婷組長
bgj150@gmail.com
0975-011602
712 台南縣新化鎮信義路
周校長志岳
國立台南啟聰
蔡璧娥主任 52 號
屏東縣
學校
※徐筱婷組長
0975-011602
bgj150@gmail.com

(06)356-7504

(06)590-0504
轉 215
(06)590-5646
0912-100732

(06)590-8824

(06)590-0504
轉 215
(06)590-5646
0912-100732

(06)590-8824

(03)854-1974

(03)854-1974

花蓮縣

國立花蓮
啟智學校

973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
(03)854-4225
黃力行主任 山路 2 段 2 號
轉 200 或 203
※邱怡菁組長
0963-381982
hlm117@hlmrs.hlc.edu.tw 0935-953435

台東縣

國立花蓮
啟智學校

973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 (03)854-4225
黃力行主任 山路 2 段 2 號
轉 200 或 203
※邱怡菁組長
hlm117@hlmrs.hlc.edu.tw 0935-953435
0963-381982

沈校長宏五

沈校長宏五

備註：※為該單位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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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預定 101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辦理升學特殊教育學校及高職
特教 班各安置作業區承辦學校一覽表

區
別
宜
蘭
區

包含
縣市

承辦
學校

校長

聯絡地址

承辦人

手機號碼

聯絡電話

268 宜蘭縣五結鄉國民中路 (03)950-9788
國立宜蘭特殊 許校長榮添 林靜文主任 22 之 20 號
宜蘭縣
轉 100 或 113
教育學校
※林佳瑩組長
0919-206944
0928-312621
Ilan5400@hotmail.com

基
隆
區

204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街
國立基隆特殊
朱建南主任 20 號
基隆市
教育學校 0939-639776 ※蔡素梅組長
kl004@klses.kl.edu.tw
0975-329208
sumei0228@hotmail.com

台
北
區

台北縣
金門縣
連江縣

桃
園
區

(03)364-7099
轉 322 或 324
a221@mail.tsad.tyc.edu. 0939-390891
tw
302 新竹縣竹北市中央路 3 (03)5515191
國立新竹特殊 王校長淑姿
新竹縣
教育學校
轉 12
※許弘憲主任 號
新竹市
籌備處
0932-251026
patricktnt@yahoo.com.tw 0953-155752

新
竹
區
苗
栗
區
台
中
區
南
投
區

許校長碧雲

國立林口
啟智學校

桃園縣

苗栗縣

(02)24526332
轉 211 或 213
0935-906308
0933-999481

(02)24526341

244 台北縣林口鄉文化北路 (02)2600-6768
黃維齡主任 一段 425 號
轉 2000 或 2004 (02)2600-6799
※程臻寧組長
0934-363689
0935-876385
lkm011@lkm.tpc.edu.tw
葉瑞華主任
0953-127828 ※吳佑菁組長

330 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360 苗栗市嘉新里 4 鄰經國 (037)266-498
國立苗栗特殊 劉校長福鎔 許秀慧主任
路四段 825 號
轉 201 或 203
教育學校
※羅珮云組長
0928-183661
0919-823399
peiyunlo@yahoo.com.tw

408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
台中縣 國立台中特殊
吳勝儒主任 段 296 號
台中市
教育學校
※楊宗川組長 wu6506@ms59.hinet.net
0928-778358
carey0220@yahoo.com.tw
542 南投縣草屯鎮墩煌路三
蔡校長慧登
張瑞杰主任 段 188 號
南投縣 國立草屯商工
※林春美組長 lincm@ms1.ttvs.ntct.edu
0921-342601
.tw
邱校長進興

(03)363-7715

(03)551-5318

(037)263-046

(04)2258-2289
轉 202 或 200
(04)2255-8672
0937-237139
0931-055618
(049)236-2082
轉 1211 或 3106
(049)2357666
0921710926
0928392201

511 彰化縣社頭鄉中山路一 (04)872-7303
李及時主任 段 306 號
轉 2100 或 2102
(04)872-8652
※林雅淇組長
0919-017369
0975280799
reg@chsmr.chc.edu.tw
0923-100420
陳校長素雲

彰
化
區

彰化縣

雲
林
區

630 雲林縣斗南鎮新崙里新 (05)596-9241
國立雲林特殊 王校長崇懋 許瑞其主任 崙路 100 號
雲林縣
轉 204 或 301
教育學校
※陳靜怡組長
0935221122
0972-323670
hueehuo@yahoo.com.tw

嘉
義
區

吳校長琇瑩
600 嘉義市世賢路二段 123
嘉義縣 國立嘉義啟智
蔡育臻主任 號
嘉義市
學校
0933-219063 ※林芳宜組長
z070@mail.cy.edu.tw

國立彰化
啟智學校

(03)950-9868

黃校長開成

呂校長淑美

國立桃園
啟智學校

傳真

聯絡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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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95-3178

(05) 285-8549
轉 100 或 101
(05)283-7138
0911-725988
0955-911013

區
別
台
南
區
高
澎
區
屏
東
區
花
蓮
區
台
東
區

包含
縣市

承辦
學校

校長
手機號碼

聯絡地址
承辦人

聯絡 E-mail

聯絡電話

傳真

709 台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二
張校長國津
台南縣 國立台南啟智
蔡福生主任 段 74 號
0910-635977 ※陳志亮組長
台南市
學校
0933-280215
tnmr114@gmail.com

(06)355-4591
轉 111 或 114
0912-117293
0937-615408

(06)356-7504

712 台南縣新化鎮信義路
高雄縣 國立台南啟聰 周校長志岳 蔡璧娥主任 52 號
澎湖縣
學校
※徐筱婷組長
bgj150@gmail.com
0975-011602
920 屏東縣潮州鎮光春路
國立屏東特殊 林校長永堂
屏東縣
※謝德全主任 311 號
教育學校

(06)590-0504
轉 215
(06)590-5646
0912-100732

(06)590-8824

(08)789-9639
(08)789-0426
0987-130015

(08)780-6453

(03)854-1974

(03)854-1974

籌備處

0975-501519

james3529@yahoo.com.tw

花蓮縣

國立花蓮
啟智學校

973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
(03)854-4225
黃力行主任 山路 2 段 2 號
轉 200 或 203
※邱怡菁組長
0963-381982
hlm117@hlmrs.hlc.edu.tw 0935-953435

台東縣

國立花蓮
啟智學校

973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 (03)854-4225
黃力行主任 山路 2 段 2 號
轉 200 或 203
※邱怡菁組長
0963-381982
hlm117@hlmrs.hlc.edu.tw 0935-953435

沈校長宏五

沈校長宏五

備註：※為該單位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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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預定 101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辦理升學高中職一般類科各
安置作業區承辦學校一覽表

區
別

包含
縣市

承辦
學校

校長

聯絡地址

承辦人

宜
蘭
區

261-42
國立頭城高
洪光賢主任
宜蘭縣頭城鎮新興路 111 號
宜蘭縣 級家事商業 詹校長光弘
※陳淑美組長
職業學校
shumei0628@gmail.com

基
隆
區
台
北
區

206-46
國立基隆高
賴文政主任
基隆市七堵區東新街 22 號
基隆市 級商工職業 張校長銘華
※陳金茂組長
學校
mou1098@yahoo.com.tw
國立三重高
241-62
管文君主任
台北縣三重市中正北路 163 號
台北縣 級商工職業 倪校長靜貴
※尤淑君組長
era@scvs.tpc.edu.tw
學校
330-47
國立桃園高
詹豐毓主任 桃園市成功路二段 144 號
桃園縣 級農工職業 徐校長國樹
※洪秋菊組長 autum@mail.tyai.tyc.edu.
學校
tw
300-60
國立新竹高
新竹縣
鍾定先主任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二號
級工業職業 黃校長維賢
新竹市
※王若權組長
學校
afufu@hcvs.hc.edu.tw
國立苗栗高
360-57
江新鋒主任
苗栗縣 級農工職業 金校長石開
苗栗市玉維路 286 號
※王秋玲組長
學校
wcl0224@yahoo.com.tw
國立台中高
401-46
台中縣
陳韻如主任
級農業職業 陳校長金進
台中市台中路 283 號
台中市
※楊時發組長
學校
jmliting@yahoo.com.tw
540-56
國立南投高
林宜賢主任
南投市彰南路一段 993 號
南投縣 級商業職業 施校長溪泉
※鄒雪苔組長
學校
taitai1219@hotmail.com
國立彰化高
500-57
涂武勝主任
彰化縣 級商業職業 鐘校長長生
彰化市南郭路一段 326 號
※丘麗珍組長
學校
spe@chsc.tw
632-44
國立虎尾高
趙純義主任 雲林縣虎尾鎮博愛路 65 號
雲林縣 級農工職業 謝校長茂水
※潘和兼組長 teach04@mail.hwaivs.ylc.
學校
edu.tw
國立嘉義
600-70
嘉義縣
曾進興主任
高級家事職 莊校長立中
嘉義市市宅街 57 號
嘉義市
※莊淑慧組長
業學校
spe@cyhvs.cy.edu.tw
國立台南
710-75
台南縣
曾河嶸主任
台南縣永康市中山南路 193 號
高級工業職 李校長燦榮
台南市
※林宏澤組長
iupiaget@yahoo.com.tw
業學校
國立鳳山高
830-52
林枝壽主任
高雄縣 級商工職業 廖校長萬成
高雄縣鳳山市文衡路 51 號
※劉昭宏組長
學校
t1218536@fsvs.ks.edu.tw
國立澎湖高
880-42
郭振福主任
澎湖縣 級海事水產 許校長德便
澎湖縣馬公市民族路 63 號
※洪朝福組長
cfkuo@b2d.phmhs.phc.edu.tw
職業學校

桃
園
區
新
竹
區
苗
栗
區
台
中
區
南
投
區
彰
化
區
雲
林
區
嘉
義
區
台
南
區
高
雄
區
澎
湖
區

聯絡電話

傳真

(03)9771131
轉 117

(03)9772664

(02)24567126
轉 213

(02)24554485

(02)29715606
轉 210

(02)29897932

(03)3333921
轉 716

(03)3354705

(03)5322175
轉 215
0937-537503

(03)5336876

(037)329281
轉 207 或 231

(037)324184

(04)22810010
轉 620

(04)22805872

(049)2222269
轉 132
0910-251614

(049)2244063

(047)7262586
轉 21

(04)7258735

(05)6322767
轉 201 或 310

(05)6310772

(05)2259640
轉 1200 或 1240

(05)2238141

(06)2322131
轉 233 或 308

(06)2021803

(07)7462602
轉 202

(07)7414320

(06)9261101
轉 271

(06)9276470

聯絡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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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別
屏
東
區
花
蓮
區
臺
東
區
金
門
區
馬
祖
區

包含
縣市

承辦
學校

校長

聯絡地址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傳真

聯絡 E-mail

900-83
國立屏東高
曾郁純主任 屏東市建國路 25 號
(08)7523781
屏東縣 級工業職業 張校長佳雄
※李輝誌組長 leehg@so-net.net.tw
轉 220 或 252
學校
hg@ms19.url.com.tw
國立花蓮
970-54
高保齡主任
(03)8312312
花蓮縣 高級農業職 曾校長錦章
花蓮市建國路 161 號
※林仁政組長
轉 320
業學校
pjli@hla.hlc.edu.tw
950-45
(089)226389
國立臺東專
梁偉岳主任 台東市正氣北路 889 號
臺東縣
姚校長國山
※許元欣組長 special@ntc.edu.tw
轉 2162
科學校
yhsheu@gmail.com
891-42
國立金門高
劉湘金主任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
(082)333274
金門縣 級農工職業 陳校長水芳
※汪寶玉組長 復興路 1-11 號
轉 713
學校
lnsn@mail.kmvs.km.edu.tw
209-41
國立馬祖高
陳天賜主任 馬祖南竿介壽村 374 號
連江縣
蔡校長國強
級中學
※陳彥伶老師 linda31929@mssh.matsu.ed
u.tw

(0836)25668
轉 502
0917-641230

(08)7511475

(03)8312320

(089)225185

(082)334511

(0836)26076

備註：※為該單位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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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10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聯絡方式一覽表
縣

市

地

址

宜蘭縣 260 宜蘭市民權路一段 36 號

特教課
話
E-Mail
承辦人 電
科長
(03)931-2385 轉
方德信
hido@ilc.edu.tw
游祐隱 205

(代科長)

(02)2430-1505

基隆市 204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 164 號 8 樓

陳淑貞 黃旭絹 轉 69

appear27@yahoo.com.tw

台北市 110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8 樓北區

楊麗珍 張靜儀 (02)2725-6345

geese1234@tpedu.tcg.gov.tw

(02)2960-3456

台北縣 220 台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 161 號 21 樓 歐人豪 邱于真 轉 2693

mayokoyu@gmail.com

(03)3322-101 轉
spc010@ms.tyc.edu.tw
7586

桃園縣 330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 號 15 樓

林光偉 吳美君

新竹市 300 新竹市中正路 120 號

劉興振 簡慧琪 (03)5427974

新竹縣 302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蔡淑貞 王嫻雅 2852

苗栗縣 360 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梁碧蘭 傅純芳 (037)559705

台中市 403 台中市自由路二段 53 號 6F

陳雅新 陳姿伶 (04)22289111 轉 c5132@tccg.gov.tw

(03)551-8101 轉
(037)337811

05160@ems.hccg.gov.tw
sianya@hchg.gov.tw
dora@mlc.tw
dora.7-14@ems.miaoli.gov.tw

(04)2220-5490

台中縣 420 台中縣豐原市陽明街 36 號

1572
(04)25263100 轉
pqs0916@ms1.boe.tcc.edu.tw
李美齡 朱韋憶 2462

南投縣 54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

林耀東 陳嘉銀 (049)224-4816

彰化縣 500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 號

葉香汝 洪琬庭 546

wting1215@yahoo.com.tw

雲林縣 64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

王秋嵐 林冠廷 (05)533-9148

ylhg970801@ylc.edu.tw

嘉義市 600 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

陳碧玉 侯年陽 333

嘉義縣 612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 1 號

余德政 曾榮毅 520

台南市 708 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6 號 7 樓

許婉馨 黃士賓 8548

tebenson@tn.edu.tw

台南縣 730 台南縣新營市民治路 36 號

郭俊宏 莊慶文 (06)633-7942

edu588@ms1.tainan.gov.tw

高雄市 802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二號四樓
高雄縣 830 高雄縣鳳山市光復路二段 132 號

(04)727-3173 轉

(05)225-4321 轉
(05)362-0123 轉
(06)2991111 轉

chiayin1114@yahoo.com.tw

hou1221@gmail.com.tw
spcedu@mail.cyc.edu.tw

(07)336-8333 轉
henry559@kcg.gov.tw
2114
(07)747-7611 轉
96g011@mail.kscg.gov.tw
吳文靜 陳立軒
1752

黃盟惠 曹永松

屏東縣 900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涂淑真 楊俊威 (08)737-1783

baw52000@yahoo.com.tw

台東縣 950 台東市博愛路 306 號

許天祥 李惠朱 (089)361-225

w123@ms.boe.ttct.edu.tw

花蓮縣 970 花蓮縣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1 號

黃玉絮 羅澤婷 (03)846-2779

awareness1969@yahoo.com.tw

澎湖縣 880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 32 號

盧輝龍 鄭立瑋 384

edu21@ms1.phc.edu.tw

金門縣 893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0 號

謝惠婷 何應松 (082)323663

hosing@mail.kinmen.gov.tw

連江縣 209 馬祖南竿鄉介壽村 76 號

陳麗如 柯美綸 23

(06)927-4400 轉

(0836)22067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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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un0211@yahoo.com.tw

拾參、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各大學校院特殊教育中心聯絡方式一覽表
校

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住

址

諮詢專線

傳真專線

106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
段 129 號(博愛樓 3 (02)2351-6281 (02)2351-2089
樓)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100 台北市愛國西路一 (02)2311-3040
(02)2389-1137
特殊教育中心
號
#4132 431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私立中原大學

106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
段 134 號(特教中 (02)2737-3061 (02)2737-0619
心)
320 中壢市中北路 200
號

(03)265-6781

網

址

http://www.ntnu.edu.tw/spc/

http://www.tmue.edu.tw/~spe
c/chinese/

http://r2.ntue.edu.tw/

(03)265-6729

http://140.135.172.114:8080/
oldcen/index.htm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300 新竹市南大路 521 (03)5213132
特殊教育中心
號(推廣大樓)
#7200-7203

(03)561-1184

http://www.nhcue.edu.tw/~sp
ec/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403 台中市民生路 140
(04)22183393
特殊教育中心
號

(04)2218-3390

http://www.ntcu.edu.tw/spc/

(04)723-210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00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特殊教育中心
#1461 1462

(04)721-1180

http://www.ncue.edu.tw/~spe
cial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 621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
(05)226-3645
教育中心
村 85 號

(05)226-6554

http://adm.ncyu.edu.tw/~spec
ial/center/index.htm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 700 台南市樹林街二段
(06)213-6191
教育中心
33 號

(06)213-0983

http://web.nutn.edu.tw/gac64
6/

國立臺南大學視障 700 台南市樹林街二段
(06)213-8354
教育與重建中心
33 號

(06)213-7944

http://web.nutn.edu.tw/gac72
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802 高 雄 市 和 平 一 路 (07)7172930#
特殊教育中心
116 號
1631~1633

(07)701-5015

http://ksped.nknu.edu.tw/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900 屏東市民生路 4-18
(08)722-4345
特殊教育中心
號(五育樓 10 樓)

(08)723-0414

http://www.npue.edu.tw/acad
emic/spec/index.html

950 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089)353-212
684 號

(089)339-211

http://www.nttu.edu.tw/secent
er/93secenter/1.asp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
970 花蓮市華西 123 號 (038)227-106
學院特殊教育中心

(038)221-471

http://spe.nhltc.edu.tw/center/

特殊教育中心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090900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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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常見的問題與回答

第一部份：
第一部份：報名資格與程序
Q1:有何種資格或條件的學生才可以參加本
有何種資格或條件的學生才可以參加本安置管道？
安置管道？
A1:國中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之身心障礙學生，其年齡、障礙類別等符合本簡章各障
礙類別簡章資格者。
Q2:僅持有縣市鑑輔會鑑定證明的學生可以參加本安置管道
Q2:僅持有縣市鑑輔會鑑定證明的學生可以參加本安置管道？
僅持有縣市鑑輔會鑑定證明的學生可以參加本安置管道？
A2:
1.必須是領有符合簡章規定之身心障礙手冊或持有各縣市鑑輔會所核發的鑑
定證明，符合本簡章各項資格者且通報有案者，才可以參加本管道安置。
2.持有各縣市鑑輔會核發的疑似輕度證明者或只持醫院證明者不得參加此
管道安置。
Q3:報
Q3:報名國立台南大學辦理之視障甄試入學
名國立台南大學辦理之視障甄試入學、
辦理之視障甄試入學、國立台中啟聰學校辦理之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辦理之聽障安置入
辦理之聽障安置入
學之學生可否報名特殊教育學校安置管道？
學之學生可否報名特殊教育學校安置管道？
A3: 報名參加國立台南大學辦理之視障甄試入學、
、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辦理之
之 聽障
安置入學之學生，其志願除可填寫公立及私立高中（職）外，亦可填寫特殊
教育學校。
Q4:如何取得安置簡章
Q4:如何取得安置簡章？
如何取得安置簡章？
A4:臺灣省及金馬地區 10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各障礙類安置簡章
訂於 100 年 1 月 7 日公告於阿寶的天空網站（http://www.aide.gov.tw）及教
育部中部辦公室（http://www.tpde.edu.tw）等相關網站並提供下載使用。
Q5:語障生是否合併於
Q5:語障生是否合併於「
語障生是否合併於「聽覺障礙類」
聽覺障礙類」安置？
安置？
A5:
1.因適法性不足，無法安置。
2.建請依「完成國民教育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以國中基本學力
測驗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方式，參加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管道之申請入
學、甄選入學或登記分發完成升學。
Q6:學生是否能跨區選填志願
Q6:學生是否能跨區選填志願？
學生是否能跨區選填志願？
A6:
(1) 除報名參加國立台南大學辦理之視障甄試入學、國立台中啟聰辦理之
聽障安置入學之學生可跨區填寫志願外，其餘各類別只得選擇同一區
之學校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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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報名其他各障礙類別之學生可選填非居住地之安置學校，但所填寫之
志願僅限於該區之安置學校。例如：某生為台北縣鶯歌鎮之學生，因
居住地利之便等因素，欲就讀桃園區之學校，其志願即應選填桃園區
之開缺學校，不得再混和填寫台北區之學校。
報名智障類安置者，報名安置區若高職特教班已額滿，除可選擇當區
特教學校就讀外，亦可跨區選擇鄰近特教學校就讀。

Q7:學生如何報名
Q7:學生如何報名？
學生如何報名？
A7：
(1) 應屆與特殊教育學校第二階段之非應屆國中畢業生請逕向原畢業國中
報名。
(2) 各國中將學生報名資料上網填報並將表件彙整後送至各縣市鑑輔會
（或縣市政府教育局特教科（課））。
(3) 各縣市鑑輔會（或縣市政府教育局特教科（課））鑑定及審查後，彙
送至各作業區承辦學校或國立台南大學、國立台中啟聰學校辦理。

第二部份:
第二部份:能力評估與甄試
Q1:國民中學智能障礙畢業生參加十二
國民中學智能障礙畢業生參加十二年安置管道是否需要參加考試
十二年安置管道是否需要參加考試？
年安置管道是否需要參加考試？
A1:國中智能障礙欲就讀高職特教班的學生需參加能力評估。
Q2:國民中學智能障礙學生安置類別如何決定
Q2:國民中學智能障礙學生安置類別如何決定？
國民中學智能障礙學生安置類別如何決定？
A2:輕度、中度智能障礙學生以安置於高職特教班為原則，但仍須參酌能力評估結
果，做適性安置。重度、極重度智能障礙學生以安置於特殊教育學校為原則。
Q3:國民中學視覺障礙畢業生參加
Q3 國民中學視覺障礙畢業生參加十二
國民中學視覺障礙畢業生參加十二年安置管道是否需要考試嗎
十二年安置管道是否需要考試嗎？
年安置管道是否需要考試嗎？
A3:須報名國立台南大學辦理之視障甄試與晤談；直接報名參加特殊教育學校（國
立台中啟明學校）安置者免參加甄試與晤談。
Q4:國民中學聽覺障礙畢業生報名參加特殊教育學校
Q4:國民中學聽覺障礙畢業生報名參加特殊教育學校（
國民中學聽覺障礙畢業生報名參加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台中啟聰學校、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國立台
南啟聰學校）
南啟聰學校）安置者是否需要考試嗎？
安置者是否需要考試嗎？
A4:免參加考試。
Q5:國民中學聽障
Q5:國民中學聽障、
國民中學聽障、學障、
學障、情障、
情障、自閉症、
自閉症、腦性麻痺畢業生參加十二
腦性麻痺畢業生參加十二年安置管道是
十二年安置管道是
否需要參加考試？
否需要參加考試？
A5:必須參加國民中學第 1 次基本學力測驗，安置依據以國民中學第 1 次基本學力
測驗成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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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已報名
Q6 已報名十二
已報名十二年就學安置
十二年就學安置，
年就學安置，但未參加智障類能力評估者或視障類入學甄試者或第
1 次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者或應試成績不完整者
次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者或應試成績不完整者，
，如何安置？
如何安置？
A6:無法經由安置委員會第一階段安置；但若符合特教學校報名資格者，得參加特
教學校第二階段安置入學。
Q7:智障類升學高職特教班
Q7 智障類升學高職特教班、
學障、自閉症及腦性麻痺類各區初步安置採唱名現場
智障類升學高職特教班、學障、
分發方式辦理，
分發方式辦理，若家長（
若家長（監護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
監護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未到場繳交志願者，
未到場繳交志願者，是否
仍有安置機會？
仍有安置機會？
A7:家長（監護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未到場參與分發者，需填寫代理委託書，委
請原畢業學校導師、特教組長、輔導主任或學校相關人員到場繳交志願； 未

到場又未能完成委託程序者，
到場又未能完成委託程序者，不予安置。
不予安置。

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安置結果與報到
Q1:何時可確定安置學校接受安置之學生名單
Q1:何時可確定安置學校接受安置之學生名單？
何時可確定安置學校接受安置之學生名單？學生數及障礙別？
學生數及障礙別？
A1:100 年 5 月 31 日寄發智能障礙類及視障類安置錄取通知單，100 年 6 月 30 日
寄發聽障、學障、情障、自閉症及腦性麻痺類安置錄取通知單，並公告安置結
果於阿寶的天空網站(http://www.aide.gov.tw)及相關承辦學校網站，或輸入
網址：http://www.set.edu.tw/spcs2003/judge12/right.asp 查詢。
Q2: 身心障礙學生十二
身心障礙學生 十二年就學安置學生報到完畢後
十二 年就學安置學生報到完畢後，
年就學安置學生報到完畢後 ， 各特教學校若有餘額如何處
理？
A2:經身心障礙學生聯合安置委員會安置學生報到完畢後，各特殊教育學校若有安
置餘額，得於民國 100 年 7 月 11-22 日接受未滿 22 歲且經各縣市政府鑑輔會鑑
定符合就學資格之身心障礙學生之轉介安置，並於開學日前完成報到。
Q3:安置分發時遇爭議性個案
Q3:安置分發時遇爭議性個案，
安置分發時遇爭議性個案，如何處置？
如何處置？
A3:由十二年就學安置聯合安置委員會專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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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第四部份:其他
Q1:學障生無身心障礙手冊
Q1:學障生無身心障礙手冊，
學障生無身心障礙手冊，可否列入學雜費減免申請？
可否列入學雜費減免申請？
A1:需持有各縣市政府鑑輔會所核發的鑑定證明才可申請，減免額度依本部「身心
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辦理。
Q2:學生經由
Q2:學生經由十二
學生經由十二年就學方式入學
十二年就學方式入學，
年就學方式入學，是否佔各校新生核定人數 2﹪之規定？
之規定？
A2:經由十二年就學安置入學之身心障礙學生，不涵蓋在 2﹪名額之內。
Q3:透過此管道
Q3:透過此管道入學之身心障礙學生
透過此管道入學之身心障礙學生，
入學之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落差大，
學習落差大，學業成績考察辦法如何落實？
學業成績考察辦法如何落實？
A3:各校應妥適規劃，實施個別化教育計畫，並做適性評量。並請依教育部中部辦
公室 93.3.3 教中（一）字第 0930503365 號書函辦理。
Q4:學校無相關設備及師資
Q4:學校無相關設備及師資，
學校無相關設備及師資，安置後輔導如何落實？
安置後輔導如何落實？
A4: 本部中部辦公室已訂有「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教育支持服務網絡實施計
畫」，提供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教育之支援、輔導與諮詢等服
務；另外亦修訂頒佈「國立及台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
施要點」，就學生之障礙類別及障礙程度核給各校學生輔導費，並針對有 21
人以上身心障礙學生之學校，核給資源班開班費及合格之特教教師。如各校
仍有難以輔導之特殊性身心障礙學生，除可循轉介至資源班（教室）輔導之
方式外，尚可洽詢 5 大服務中心（視障服務中心、聽障服務中心、相關專業
團隊服務中心、職業轉銜與輔導服務中心、臺灣省教殊教育網路中心）及各
大專院校特教中心尋求支援，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更多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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