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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6 學年度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

求幼兒(在園)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 10、17、23 條。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辦法。 

貳、目的 

一、協助（疑似）特殊需求學童確認其特殊教育資格，據以提供相關特教服務。 

二、維護特殊需求學童受教權益，適性安置，以利發展身心潛能。 

叄、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協辦單位：臺中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肆、申請對象： 

一、就讀本市公私立幼兒園、非營利幼兒園、特教學校幼兒部或社福機構之幼童

出生日期符合下表所列之一，且領有下列各項有效佐證資料之一以上者-- 

年級別 出生年月日區間 備註 

大班 
099.09.02~100.09.01 通過暫緩入學者為限 

100.09.02~101.09.01  

中班 101.09.02~102.09.01  

小班 102.09.02~103.09.01  

幼幼班 103.09.02~104.09.01  

（一）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 

（二）有效期限內之重大傷病卡或審核通知書，因重大傷病致影響學習。 

（三）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或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委辦兒童發展聯合評估中心之綜

合報告書，或區域級規模以上醫療院所兒童發展相關科別所開具之診斷證明

或心理衡鑑報告。 

1.所稱「兒童發展相關科別」：係指兒童發展聯合評估中心、小兒神經科、小兒(

兒童)心智科、復健科或精神科等相關門診。 

2.本項佐證資料中診斷證明有效期限，係以「開立日」算起1年內；心理衡鑑報告

有效期限，係以「評估日期」算起1年內；聯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有效期限，

係以「預定追蹤日期」為準。 

3.綜合報告書、診斷證明或心理衡鑑報告應載明測驗量表名稱及其施測（量表分

數）結果，確認個案確有「發展遲緩」或「障礙」之情形。惟其中載有「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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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疑似」或「邊緣性」等敘述時，不予採認個案具有身心障礙或發

展遲緩之事實。 

伍、申請項目 

一、「新鑑定」：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未曾申請特殊教育身分或曾申請鑑

定未通過，而有特教服務需求者之幼童。 

二、「重新鑑定」：經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而特教通報網重新鑑定日期屆期或欲

變更特殊教育類別之幼童。 

備註：外縣市轉入之特殊教育學生如欲接受特教服務及申請相關資源，需提出重新

鑑定申請。 

三、「重新安置」：經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欲變更安置班級型態之幼童。 

四、「放棄身分」:經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欲放棄特教身分或停止特教服務之幼

童。 

備註: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經本市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安

置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核定後，同教育階段不得再次申請鑑定；惟因其他特

殊狀況導致身心障礙者，得另案陳報鑑輔會審議。 

五、「酌減人數」：經鑑輔會鑑定安置於一般幼兒園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經綜合評估

園內特殊教育資源狀況後，認仍應減少招收人數二人以上之幼童。 

陸、特教資格有效期限： 

一、依本市鑑輔會議決或申請鑑定安置時所持佐證資料之有效期限為該生特殊教育資

格之有效期限。 

二、安置單位應於該生特教資格有效期限內協助提出重新鑑定。 

三、未依限提出重新鑑定者，本局將於有效期限一個月後中止提供該生各項特殊教育

服務。 

柒、受理時程、流程及送件資料： 

每學年分四梯次，依每梯次工作時程表辦理（詳如附件一）。鑑定安置送件流程及送件

資料請依流程圖辦理(詳如附件二)。 

捌、受理申請地點： 

送件地點：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臺中市東區樂業路 60 號  東區樂業國小內） 

聯絡電話：04-22138215#820 

傳真號碼：04-22129618 

特教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備註：寒暑假期間，建議以公務信箱為優先聯繫管道 

玖、安置原則： 

一、以適性、就近安置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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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 103 年 4 月 10 日修正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

與人員進用辦法」第 3條，學前教育階段集中式特教班每班以不超過 8人為原

則。 

拾、經費來源：由本局年度經費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拾壹、參與會議進行安置評估之心評人員或相關人員，以公差（假）登記。 

拾貳、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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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6 學年度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鑑定安置工作時程表

（106.06.19 修正） 

辦理

項目 
入幼安置提報 期中鑑定第一梯次 鑑定安置第二梯次 鑑定安置第三梯次 鑑定安置第四梯次

提報

梯次 
105-第30梯次 106-第01梯次 106-第 02 梯次 106-第06梯次 106-第07梯次

提報

時間 

106/7/24(一) 

| 

106/8/1(二) 

106/8/14(一) 

| 

106/8/18(五) 

106/9/11(ㄧ) 

| 

106/9/15(五) 

107/1/2(二) 

| 

107/1/9(二) 

107/2/26(一) 

| 

107/3/2(五) 

送件 已送件完畢 

106/8/18(五) 

16:00前送達 

*106/8/16可於

說明會現場交件

106/9/15(五) 

16:00前送達 

107/1/9(二) 

16:00前送達 

107/3/2(五) 

16:00前送達 

收件

對象 

◎106學年度入

幼兒園鑑定安置

申請通過並安置

者 

◎重新鑑定個案

：鑑輔會適用日

期為106/08/31

前者 

◎重新安置 

◎新鑑定個案 

◎重新鑑定個案

：鑑輔會適用日

期為空白或106

/09/30前者 

◎放棄特教服務

◎重新安置 

◎新鑑定個案 

◎重新鑑定個案

：鑑輔會適用日

期為空白或107/

07/31前者 

◎放棄特教服務 

◎重新安置 

◎新鑑定個案 

◎重新鑑定個案

：鑑輔會適用日

期為空白或107/

07/31前者 

(大班107/5/29

前者) 

◎放棄特教服務

◎重新安置 

審查 已審查完畢 

106/8/21 

| 

106/8/31 

106/9/18 

| 

106/9/28 

107/1/10 

| 

107/1/25 

107/3/02 

| 

107/3/22 

公告

結果 
已公告 106/9/1(五) 106/9/29(五) 107/1/26(五) 107/3/30(五) 

接收

時間 

106/8/20~ 

開學前 
106/9/15(五) 106/10/6(五) 107/2/23(五) 107/4/10(二)前

佐證

有效

期限

規定 

 

醫療相關證明有效日期： 

1.身心障礙證明/手冊、重大傷病卡

：到期日為106/10/30以後。 

2.診斷證明或心理衡鑑報告：開立

日為105/10/10以後；聯合評估中

心綜合報告書:預定追蹤日期為1

06/10/30以後。 

醫療相關證明有效日期： 

1.身心障礙證明/手冊、重大傷病卡

：到期日為107/04/30以後。 

2.診斷證明或心理衡鑑報告：開立

日為106/04/30以後；聯合評估中

心綜合報告書:預定追蹤日期為1

07/04/30以後。 

備註  

1.配合第1學期學

前經費申請(10

/10截止)。 

2.暑假期間，請以

公務信箱為優

先聯繫管道 

配合第1學期學前

經費申請(10/10

截止)。 

1.配合第2學期學

前經費申請(04/

10截止)。 

2.經鑑定確認後，

自105學年度第2

學期起提供巡迴

輔導服務。 

1.配合第2學期學

前經費申請(04

/10截止)。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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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鑑定安置流程圖 

 
 

 

 

 

 

 

 

 

 

 

 

 

 

 

 

 

 

 

 

 

 

 

 

 

 

 

 

 

 

 

 

 

 

 

 

 

 

 

 

非特教生 

公文函知鑑定安置結果 
(確認特教身分、安置型態) 

至特教通報網接收學生資料 

（疑似）特殊教育提報鑑定作業(每年 1、3、8、9 月) 
1.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2.重大傷病卡或審核通知書 3.綜合報告書、心理衡鑑報告或診斷證明 

重新安置 重新評估/鑑定 放棄身分新鑑定 

※彙整表件 
1.提報清冊 
2.空白審查表 
3.轉介表 
4.能力評估表 
5.障礙證明文件 
 
(附件 3.4.5) 

普通班/巡輔班轉安置
請填表(附件 7) 
核章後 E-MAIL 至 

spcstaichung@spec.tc.edu.tw

轉集中式安置型態 
彙整表件 

1.空白審查表 
2.特教通報網基本資料 
3.重新安置申請表 
4.障礙證明文件 
5.補充說明資料 
(附件 3.7) 

※彙整表件 

1.提報清冊 
2.放棄申請名冊 
3.放棄說明書 
4.放棄同意書 
5.特推會會議紀

錄 
 
(附件 9.10.11) 

※彙整表件 
1.提報清冊 
2.空白審查表 
3.特教通報網基本資料 
4.申請重新評估(鑑定)

同意書 
5.障礙證明文件 
6.能力評估表或最新學

期 IEP 
(附件 3.8.4) 

特殊教育通報網 
1.建立疑似生 
2.提報鑑定 

特殊教育通報網 
*提報鑑定 

特殊教育學生 
*申請學前身心障礙相關補助 

*申請特教相關服務 

疑似生/再觀察 
*持續觀察適應狀況 

送件 

(中區特教中心) 

審查 
1.邀請資深心評初步資料審查
2.邀請鑑輔會委員及學者專家
召開鑑定安置會議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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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6 學年度第__學期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鑑定安置審查表 

學生姓名：      行政區：     單位：            

□國小附幼 

□幼兒園 

□特教學校 

□社福機構 

□大班 

□中班 

□小班 

□幼班 

-----------（以 下 請 勿 填 寫）-----------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查結果 

鑑定 

結果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   □情緒行為障礙 

□多重障礙（說明：         ） □自閉症 

□其他障礙（說明：         ）  

□發展遲緩：□認知 □語言 □動作 □社會情緒 □非特定性  

□輕  度 

□中  度 

□重  度 

□極重度 

□疑似發展遲緩       □疑似            障礙       □再觀察 

□資料不足無法研判   □非特殊教育學生 

□其他(請註明)：                                                  

教學 

輔導 

相關 

建議 

      年    月    日後須重新鑑定 

得減少幼兒園普通班級招收人數        人 

□建議申請：□教師助理□語言治療□物理治療□職能治療□心理諮商 

            □其他：_____ 

□請補附：□綜合報告書 □心理衡鑑報告 □診斷證明 □其他：_____ 

其他（請註明）：                                                 

安置 

結果 

安置單位：□原校 □     區        (國小附幼.幼兒園.特教學校.機

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社福機構 

□不分類巡迴輔導班(由_____區_______國小附設幼兒園協助提供) 

□集中式特教班  □特殊學校幼兒部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鑑輔委員 

簽章 
 

臺中市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

輔導會 

 

日 期 
 

 

 

□出席□列冊 收件日期：  審查編號：  

□新鑑定  □重新評估/鑑定  □重新安置  □入幼兒園 
附件 3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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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現況評估表(p1)(修正日期：106.7.14) 

(本表由家長或班級導師填寫) 

幼兒姓名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大班( 99.09.02-101.09.01) 
□中班(101.09.02-102.09.01) 
□小班(102.09.02-103.09.01) 
□幼班(103.09.02-104.09.01) 填表人員  關係  ____年__月__日填表

一、幼兒家庭狀況： 

1.排行：      ，兄    人，姐    人，弟    人，妹    人。 

2.家庭結構：□雙親 □單親 □隔代教養 □寄養家庭 □其他：                    。 

3.同住家庭成員：□父 □母 □手足 □祖父 □祖母 □外傭 □其他__________ 

4.主要照顧者：□父親 □母親 □祖父 □祖母 □外傭/保母 □其他：           。 

5.父母/主要照顧者狀況 

 關係 姓名 國籍 年齡 教育程度 職業 教養態度 

家長 
父  □本國 □        

母  □本國 □        
其他 

照顧者 
  □本國 □        

6.家庭經濟狀況：□富裕  □小康  □普通  □清寒  □貧困 

7.主要經濟來源：□父  □母  □祖父母  □其他 _______ 

8.領有社福單位證明：□無  □(中)低收入戶證明 □特殊境遇 □其他：            。 

9.家中主要使用語言：□國語 □台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言 □其他：            。 

10.家中成員是否有其他特殊個案：□無     □有：_____________。 

11.家庭特殊狀況： 

二、使用療育資源情形： 

療育項目 地點(如:OO 醫院) 療育方式 每週次數 療育時間起迄

  
□個別 □團體 

□日托 □其他：___ 
  

  
□個別 □團體 

□日托 □其他：___ 
  

  
□個別 □團體 

□日托 □其他：___ 
  

 

三、生理狀況： 

□聽力異常：左耳____分貝，右耳____分貝；□助聽器□人工電子耳 

□視力異常：左眼____ 右眼____ □其他：_________ □配戴眼鏡後仍低於 0.3 

□肢體異常：□左手 □右手 □左腳 □右腳 □其他   說明：_________ 

            □使用輔具需求：柺杖、助行器、輪椅、其他輔具：         。 

□特殊疾病：□蠶豆症 □氣喘 □過敏 □心臟病 □癲癇 □腦性麻痺 □唐氏症 

            □唇顎裂 □其他：                

四、現況說明： 

動作：□躺到坐□站□走□跑□原地跳□上樓梯□下樓梯□蹲 

生活：如廁：□包尿布 □想上廁所會告訴大人 □會自己小便 □會自己大便 

      飲食：□喝水 □咀嚼食物 □能自行用餐 □握湯匙 □吸管喝水  

語言：□無口語□會單音□能仿說□能說疊字詞(如爸爸媽媽) □能說簡單詞(如名詞動詞) 

      □能說簡單句(如我想要玩車車) □能有日常對話能力(如問你在玩什麼?可回答) 

其他學習困難或需求補充： 

 

 

 

  

附件 4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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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現況評估表(p2) 
(本表由心評人員或班級導師填寫) 

可獨力完成 or 口語提示後可自行完成→請打ˇ；無法做到或需要大量協助→請打； 

評估人  關係  填表日期 106 年__月__日 

知
覺 

□注視眼前或周圍的人事物 □追視視線內移動的物品 

□對於各類聲響有反應 □對於各種觸覺刺激有反應 □配合節奏做動作 

粗
細
動
作 

移位

平衡 

□躺到坐□站起來□走□跑□原

地跳□樓梯兩腳一階  

□上樓梯(一腳一階) □沿線走 □單

腳站 □蹲 □雙腳跳 

□單腳跳  

□下樓梯(一腳一階)  

操作

能力 

□把東西放入容器或孔洞裏 □開

關容器 □串珠  

□堆疊積木□開關門把 □撕紙 □貼

□連點成線□開合剪刀 

□描畫 □自己畫 

□仿畫(線、圓形、正方形)   

特殊狀況/補充說明：○高張 ○低張 ○感覺敏感 ○感覺遲鈍 ○自我刺激  (請補充說明詳細狀況) 

生
活
自
理 

飲食 □飲食流體 □咀嚼食物能力 □自取放餐具 □握湯匙進食 □用吸管喝水  □倒水裝水 

衣著 □(脫鞋、脫襪、脫上衣、脫褲子)     

□(穿鞋、穿襪、穿上衣、穿褲子) 

□解(扣)鈕扣 □拉拉鍊  

□整理衣物 

如廁 □便意覺察  □便意控制  □尿意覺察   

□使用便器  □表達上廁所意願  

□摺衛生紙   

□便後擦拭 

盥洗

整潔 

□清潔覺察能力  □刷牙 □擠牙膏 

□洗手 □漱口   □用毛巾擦(洗)臉 

□擤鼻涕□整理自己的物品□維

持周遭環境整潔  

 
特殊狀況/補充說明： 

認
知
能
力 

概念

認知 

□自我概念□大小 

□身體部位□配對 

□常見物品名稱  

形狀(□指認□命名) 

顏色(□指認□命名) 

□分類  

□認讀自己名字 □順序  

□長度 □空間概念(上下前後)  

數字 1~___(□認讀 □唱數 □點數) 

思考

推理 

□一樣玩具有多種玩法  □玩扮演遊戲 　 

□會設法取得想要的東西 

□關係(ex 碗-湯匙、實體-影子)  

□能區別一樣或不一樣 

記憶 □指/說出藏起的東西 □模仿連續動作 □仿說數字___位數 □重述句子___個字 

注意 □能從一堆東西中找到某物 □對喜歡的事能持續注意力___分鐘 

 
特殊狀況/補充說明： 

溝
通
能
力 

溝通 □叫名會有反應 □以適當方式表達需求或想法  □詞彙量與同齡相符    

□主動表達自己的需求或想法  □使用與情境相符之詞彙和語句 

理解 □理解表情動作(如搖頭) □理解簡單指令□理解連續指令   □理解故事內容 

表達 □仿說 □疊字 □單詞  □短句(視同左側皆會) □會問問題 □回答問句□描述生活經驗 

 
特殊狀況/補充說明：○無口語○聲調怪異○構音困難  (請補充說明詳細狀況) 

社
會
情
緒
人
際 

情緒 □情緒穩定 □反應與情境相符 □適當方式表達 □能被安撫或轉移 □能忍受挫折 

人際

互動 

□主動和其他幼兒互動 □與人分享 □互動技巧符合同齡發展  

□對話保持注視對方   □輪流等待 □分工合作 □接納和配合他人建議  

團體

規範 

□安靜坐著或保持安靜 □大部分時間能服從指令或規範 □有物權觀念 

□對周遭的人或活動感興趣 □與他人保持適當距離 □遵守班級的常規  

適應 □能與親人分開一段時間 □願意嘗試新東西或新活動 □能適應新環境或環境的變化 

 
特殊狀況/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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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轉介表(106.6) 
行政區：_______ 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國小附幼 □幼兒園 □特教學校 □機構 

基
本
資
料 

幼兒姓名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大班( 99.09.02-101.09.01) 

□中班(101.09.02-102.09.01) 

□小班(102.09.02-103.09.01) 

□幼班(103.09.02-104.09.01) 性別 □男 □女 身份證字號  

家

長 

父  其他主要 

照顧者 

 
聯絡手機 

 

母  關係:  

戶籍地址  聯絡市話  

現居地址  聯絡市話  

社資社工 □無□有:第__區_____________社工 連絡電話  

障礙證明文件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聯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 

□重大傷病卡(審核通知書) □心理衡鑑報告 □診斷證明 

家
長
意
見
調
查 

本人經幼兒園說明已充分瞭解接受鑑定之原因、目的及相關權利義務，茲 

 □同  意 

 □不同意 敝子弟接受「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因鑑定需要， 

而進行之各項教育評量工作。如確定需要特殊的學習輔導與協助，亦同意讓敝子弟安置至

適當的班級就讀，並接受相關特教服務。 

 
同意鑑定者，請繼續往下填；不同意鑑定者，以下免填 

※貴子弟是否領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否-----此下免填----- 

   □是，「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因特殊教育鑑定安置研判需求時，□

同意調閱社會局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不同意調閱，由本人自行申請並提供所需佐證資料。(請務必檢附社會局身心障

礙鑑定報告)  

家長希望的安置教育型態（請勾選）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社福機構請勾選此項 

在普通班上課，無特殊教育巡迴輔導班服務。 

可申請特教服務【如：專業團隊、教師助理員、經費

補助(需符合教育部經費補助資格)等】， 

 
普通班(接受不分類巡 

迴輔導班服務) 

在普通班上課，並接受學前不分類巡迴輔導教師到校

輔導。可申請特教服務【如：專業團隊、教師助理員、

經費補助(需符合教育部經費補助資格)等】，  

 集中式特教班 

※含特殊學校幼兒部 
全日在該班級上課。 

 

□監護人 

□法定代理人 簽名：             與學生的關係：      簽名日期：__年   月  日 

通報網 

資料建置 

通報網 

鑑定提報 

送件資料 

(送中區特教中心)

承辦人核章 

 

 

連絡電話(含分機)

學前單位核章 

□確認個案區

(外縣市轉入)   

□待鑑定區疑似

身障生 

□已提報 

第    梯次 

□無法提報 

□提報清冊 

□空白審查表 

□能力評估表 

□障礙證明文件 

※提醒您，此同意書請盡快回覆學校，若您貴子弟不同意接受鑑定，或自___年____月___日起

七日內學校未接獲您的回覆時，學校應依規定不得向本市鑑輔會提出鑑定申請。 

個案編號：        
附件 5 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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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鑑定及安置說明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貴子弟即將接受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

會）鑑定安置審查，並安排學前心理評量人員為貴子弟進行必要之教育診斷

及學習能力評估，據此確認貴子弟是否具有特殊教育資格及安排適切之安置

處所。審查過程中有關貴子弟之各項評估、診斷或鑑定資料與結果，除了作

為教師教學參考及未來升學使用外，絕對不會對外公開。 

若貴子弟通過本次鑑定安置審查，爾後本市將提供各項適當的特殊教育

服務措施，未來您將有下列的權利義務： 

一、特殊教育安置： 

經鑑輔會建議應提供特殊教育安置之個案，家長可以選擇接受鑑輔會安

置建議（並享有應得之特教福利）或選擇比「鑑輔會建議」更融合的教育安

置環境（前提是該安置仍有缺額，且相關福利可能因此受到部分限制）。 

二、特殊教育服務： 

若經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學校應依法提供特殊教育服務，並協助申請

相關服務（如：專業團隊服務、教師/學生助理人員、教育輔助器材、特教

方案、其他支持服務，以上皆須經由審核通過，始得提供服務），相關服務

內容應載明於個別化教育計畫（IEP）中，與家長及相關人員討論後共同配

合執行。鑑定結果將依規定通報，其相關資料會隨學生升學或轉校時移轉至

新入學單位。 

三、特殊教育福利： 

若經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得依法接受相關特殊教育福利措施，如：經

費補助（需符合教育部經費補助資格，以教育部公文為準），但不包含社

政、衛政及其他相關單位福利。 

四、有效期限： 

（一）依本市鑑輔會議決之有效期限為特殊教育資格之有效期限。 

（二）家長應於有效期限截止前，請幼兒園或機構協助提出重新鑑定申

請。 

（三）未依限提出重新鑑定者，本局將於有效期限一個月後中止提供各項

附件 6 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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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服務。 

（四）屆齡入國小前均應接受重新鑑定，經本市鑑輔會重新鑑定確認為特

殊教育學生，在進國小後可繼續接受各項特殊教育相關服務。 

五、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 

若您擔心鑑定結果將對貴子弟引發不當標記作用，隨時可向就讀學校提

出「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之書面申請；學校接受申請

後，將提報本市鑑輔會審核。經審查通過後，貴子弟將喪失繼續接受特教服

務及特教福利之各項資格，且在學前教育階段不得再次申請鑑定；惟因其他

特殊狀況導致身心障礙者，得另案呈報鑑輔會審議。貴子弟相關個案資料將

自特殊教育系統移除，資料不會隨著轉校或升學移轉至新就學單位。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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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重新安置申請表 
  

行政區：_______ 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國小附幼 □幼兒園 □特教學校 □機構 

基
本
資
料 

姓名  
出生

日期
   年   月   日 □大班( 99.09.02-101.09.01)

□中班(101.09.02-102.09.01)

□小班(102.09.02-103.09.01)

□幼班(103.09.02-104.09.01)性別 □男 □女 
身分證

字號
 

家長/監護人  關係  聯絡手機  

主 要 照 顧 者 □同上 關係  聯絡手機  

戶籍地址  連絡電話  

通 訊 處  □同上 連絡電話  

個管社工 □無  □有,姓名： 連絡電話  

巡迴輔導 

特教教師 

(若為轉學請填原巡輔教師) 
連絡電話  

特教類別 
(請檢附基本資料表) 

鑑定期限  

目前安置情形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不分類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其他:____________ 

家
長
填
寫 

申請 

重新安置為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不分類巡迴輔導班 

□________ 區 ________附幼集中式特教班 

申請重新安置原

因 

□轉學後重新申請不分巡特教服務 

□其他: 

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 
 

申請

日期 
    年   月   日

學
校
填
寫 

個案能力狀況

及適應困難說

明 

 

 

 

學校申請之相

關福利服務使

用狀況 

□物理治療 □職能治療 □語言治療 □特教助理(每週    時)  

□其他： 

填寫人簽名  職稱  
填寫

日期 
    年   月   日

承辦人  
申請單

位核章 

 

 電話(含分機)  

※申請轉特幼班者務必填寫完整，檢附特教通報網學生基本資料、障礙證明文件(包含臺

中市鑑定安置結果存查聯影本、醫療資料)、其他(如:觀察記錄、ＩＥＰ…等) 

※申請轉普通班或巡輔班者請填寫灰階欄位，核章後掃描寄至公務信箱。 

附件 7 重新安置 個案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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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重新評估/鑑定同意書 

行政區：_______ 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國小附幼 □幼兒園 □特教學校 □機構 

幼兒姓名  出 生 日 期    年   月   日
□大班( 99.09.02-101.09.01)
□中班(101.09.02-102.09.01)
□小班(102.09.02-103.09.01)
□幼班(103.09.02-104.09.01)

性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家長 
父  其他主要照

顧者 

 聯絡手機  

母  關係: 聯絡手機  

特教巡迴 

老師 

社區資源中

心社工 

□無□有: 

第__區______社工
連絡電話  

障礙證明文

件 

□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聯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 

     □重大傷病卡(審核通知書) □心理衡鑑報告 □診斷證明 

□無：已無法取得任何醫療院所相關證明文件 

家
長
意
見
調
查 

本人經幼兒園說明已充分瞭解接受鑑定之原因、目的及相關權利義務，茲 

□同  意 

□不同意 

敝子弟接受「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因鑑定需要，而

進行之各項教育評量工作。如確定需要特殊的學習輔導與協助，亦同意

讓敝子弟安置至適當的班級就讀，並接受相關特教服務。 
 

 

家長希望的安置教育型態（請勾選）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社福機構請勾選此項

在普通班上課，無特殊教育巡迴輔導班服務。 
可申請特教服務【如：專業團隊、教師助理員、經費
補助(需符合教育部經費補助資格)等】。 

 普通班(接受不分類巡 

迴輔導班服務) 

在普通班上課，並接受學前不分類巡迴輔導教師到校
輔導。可申請特教服務【如：專業團隊、教師助理員、
經費補助(需符合教育部經費補助資格)等】。 

 集中式特教班 

(含特殊學校幼兒部) 
全日在該班級上課。 

□監護人 

□法定代理人 簽名：             與學生之關係：     簽名日期：    年  月  日

通報網 

資料建置 

通報網 

鑑定提報 

送件資料 

(送至中區特教中心) 

承辦人核章 

 

 

電話(含分機) 

學前單位核章 

□確認個案區  

□待鑑定區疑

似身障生 

□已提報 

第    梯次 

□無法提報 

□空白審查表 

□通報網學生基本資料 

□能力評估表或最新學期

IEP（擇一檢附） 

□障礙證明文件(無則免)

同意鑑定者，請繼續往下填；不同意鑑定者，以下免填 

※貴子弟是否領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否-----此下免填----- 

□是，「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因特殊教育鑑定安置研判需

求時，□同意調閱社會局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不同意調閱，由本人自行申請並提供所需佐證資料(請務必檢附社

會局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提醒您，此同意書請盡快回覆學校，若您貴子弟不同意接受鑑定，或自___年____月___日起七日內學

校未接獲您的回覆時，學校應依規定向本市鑑輔會提出『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申

請

附件 8 重新鑑 個案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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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注意事項 
依據中華民國103年3月21日中市教特字第1030021927號函辦理 

一、申請對象 

(一)成年自主個案或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主動申請放棄特殊教育

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權利。 

(二)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佐證資料已逾重新鑑定日期，成年自主個案或家

長（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不願意再申請，且不願意依本市鑑輔會鑑

定流程接受重新鑑定。 

(三)已屆先前鑑輔會交付應重新鑑定期限，成年自主個案或家長（監護人

或法定代理人）不同意接受鑑輔會重新鑑定。 

(四)依據教育部規定跨階段應完成重新鑑定取得次一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

生資格，成年自主個案或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不同意接受跨

階段重新鑑定。 

二、須檢附資料(略) 

三、申請程序 

經學校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議決通過並完成逐級核章後，備齊相關資

料，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定期：鑑定安置工作收件期間，依收件時間免備文逕送至特教中心。 

(二)鑑輔會議決通過並經教育局正式函文核定之日起，「放棄特殊教育學生

身分」申請始正式生效，各項特殊教育服務及其相關福利同時中止提

供。 

(三)請學校於接獲教育局正式函文後一週內，依規定流程完成教育部特殊

教育通報網個案資料移除作業，相關學校辦理情形納入通報系統業務

評比項目。 

四、補充說明 

(一)應儘量邀請申請人（成年自主個案、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親自出席

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並明確詳細當面說明後續相關權益影響。若確

有無法排除之障礙因素，以致申請人無法親自與會時，應於會議紀錄

及與會人員簽到名冊詳實記載與說明。 

(二)與會人員簽到名冊應連同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會議紀錄一併檢送辦

理。 

(三)相關資料及表件請一律以 A4 印製，以利後續彙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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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申請名冊 

學校編號：               申請學校：      區              

編

號 
學生姓

名 
年級 

障礙類別 
、程度 

鑑定文號

(含日期) 
檢附資料 

(勾選) 
申請原因 

鑑輔會 
審查結果 

(本欄由鑑輔

會填寫)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正反面影

本 

□鑑定安置結果影本 

□通報網個案資料 

□特推會會議紀錄及簽到 

□放棄同意書(含說明書)或鑑

定同意書 

□主動申請放棄 
□手冊/證明逾期不
願申請且不願重
新鑑定 

□已屆重新鑑定期
限不願重新鑑定 

□不願意接受跨階
重新段鑑定 

□通過 

□待補件： 

 

□不通過，

原因：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正反面影

本 

□鑑定安置結果影本 

□通報網個案資料 

□特推會會議紀錄及簽到 

□放棄同意書(含說明書)或鑑

定同意書 

□主動申請放棄 
□手冊/證明逾期不
願申請且不願重
新鑑定 

□已屆重新鑑定期
限不願重新鑑定 

□不願意接受跨階
重新段鑑定 

□通過 

□待補件： 

 

□不通過，

原因：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正反面影

本 

□鑑定安置結果影本 

□通報網個案資料 

□特推會會議紀錄及簽到 

□放棄同意書(含說明書)或鑑

定同意書 

□主動申請放棄 
□手冊/證明逾期不
願申請且不願重
新鑑定 

□已屆重新鑑定期
限不願重新鑑定 

□不願意接受跨階
重新段鑑定 

□通過 

□待補件： 

 

□不通過，

原因：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正反面影

本 

□鑑定安置結果影本 

□通報網個案資料 

□特推會會議紀錄及簽到 

□放棄同意書(含說明書)或鑑

定同意書 

□主動申請放棄 
□手冊/證明逾期不
願申請且不願重
新鑑定 

□已屆重新鑑定期
限不願重新鑑定 

□不願意接受跨階
重新段鑑定 

□通過 

□待補件： 

 

□不通過，

原因： 

 

特教承辦人 
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 
執行秘書( 主任 ) 

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 
主任委員 ( 校長或園所長 ) 

   

聯絡電話(含分機)：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備註：一、申請原因：請依注意事項之「申請對象」自行填寫。 

   二、表格欄位不足者，請自行增列。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核章 

民國      年      月     日

  

附件 9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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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說明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如果您不希望孩子具有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可以提出放棄特殊

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之申請。 

請先填妥同意書，並煩請盡量撥冗出席學校特殊教育推行委員

會，經與學校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審慎討論議決通過後，再由學校

送交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簡稱鑑輔會)審查。 

經鑑輔會審查通過後，將由教育局正式函文回覆學校，再由學

校承辦人員將審查結果轉交給您，煩請務必妥善保存。 

經正式核定後，鑑輔會之後續處理方式，以及對您子女之權益

影響，摘要說明如下，請務必詳閱與確認，以免影響您子女之後續

權益。 

1. 因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您的子女將失去接受各項特殊教育服務

及特殊教育相關福利之權利，其中包含鑑定安置、就學費用減免<此

項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另行審核>、獎助學金、無法自行上學之

交通（費）車、完成國民教育之升學輔導、專業服務、相關支持服

務…等。 

2. 鑑輔會將自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移除您子女的個案資料，未來孩

子轉學或升學時，一切資料都不會移轉至新就讀單位。 

3. 您的孩子在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之同一教育

階段內，除因特殊狀況外，將不得重新申請鑑定為身心障礙類特殊

教育學生。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學生之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             (簽名並蓋章) 

(請將此說明書與同意書一同繳回學校)

附件 10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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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填寫 

臺中市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同意書 
 

學生：            身分證字號：              

就讀臺中市         幼兒園，經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鑑定為___________。由於不希望孩子有特殊教育

身分，擬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經學校說明後已充分

了解並同意無異議放棄各項特教服務及特殊教育相關福利 

(包含鑑定安置、就學費用減免<此項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

另行審核>、獎助學金、無法自行上學之交通（費）車、完成

國民教育之升學輔導、專業服務、及相關支持服務…等權

益)，同時也瞭解並同意孩子在同一教育階段不得再次申請鑑

定為身心障礙類特殊教育學生。 

此 致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學生之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             (簽名並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以下由學校特教承辦人填寫-------------------- 

   家長繳回同意書後學校辦理情形檢核 

校內特推會召開時

間 
     年      月      日星期      時間： 

家長出席情形 □出席  □未出席，原因: 

         學校承辦人員：                (簽名並蓋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放棄特教身分辦理完畢後，說明書與同意書正本由學校留存，影本連同家長收執聯

轉交家長留存。 

附件 11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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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現況評估表(p1)(修正日期：106.7.14) 

(本表由家長或班級導師填寫) 

幼兒姓名 泰大寶 出生日期 102 年 3  月 6  日 □大班( 99.09.02-101.09.01) 
■中班(101.09.02-102.09.01) 
□小班(102.09.02-103.09.01) 
□幼班(103.09.02-104.09.01) 填表人員 陳大貓 關係 導師 106 年   月  日填表 

一、幼兒家庭狀況： 

1.排行：  1    ，兄 0   人，姐 0   人，弟 0   人，妹  1  人(雙胞胎)。 

2.家庭結構：□雙親 ■單親 □隔代教養 □寄養家庭 □其他：                    。 

3.同住家庭成員：■父 □母 □手足 □祖父 □祖母 □外傭 □其他__________ 

4.主要照顧者：■父親 □母親 □祖父 □祖母 □外傭/保母 □其他：           。 

5.父母/主要照顧者狀況 

 關係 姓名 國籍 年齡 教育程度 職業 教養態度 

家長 
父 泰迪 □本國 ■熊國 不詳 國小 零工 放任 

母  □本國 □        
其他 

照顧者 
  □本國 □        

6.家庭經濟狀況：□富裕  □小康  □普通  ■清寒  □貧困 

7.主要經濟來源：■父  □母  □祖父母  □其他 _______ 

8.領有社福單位證明：□無  ■(中)低收入戶證明 □特殊境遇 □其他：            。 

9.家中主要使用語言：□國語 □台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言 ■其他： 熊語           。 

10.家中成員是否有其他特殊個案：□無     ■有：_雙胞胎妹也發展遲緩____________。 

11.家庭特殊狀況： 

二、使用療育資源情形： 

療育項目 地點(如:OO 醫院) 療育方式 每週次數 療育時間起迄

語言治療 幸福診所 
■個別 ■團體 

□日托 □其他：___ 

個別 1次,團

體 1 次 
自小班下至今

物理治療 光田醫院 
■個別 □團體 

□日托 □其他：___ 
1 次 自小班下至今

  
□個別 □團體 

□日托 □其他：___ 
  

 

三、生理狀況： 

□聽力異常：左耳____分貝，右耳____分貝；□助聽器□人工電子耳 

□視力異常：左眼____ 右眼____ □其他：_________ □配戴眼鏡後仍低於 0.3 

□肢體異常：□左手 □右手 □左腳 □右腳 □其他   說明：_________ 

            □使用輔具需求：柺杖、助行器、輪椅、其他輔具：         。 

□特殊疾病：□蠶豆症 □氣喘 □過敏 □心臟病 □癲癇 □腦性麻痺 □唐氏症 

            □唇顎裂 □其他：                

四、現況說明： 

動作：■躺到坐■站■走■跑■原地跳■上樓梯■下樓梯□蹲 其他:  

生活：如廁：□包尿布  ■想上廁所會告訴大人■會自己小便  ■會自己大便  

      飲食：■喝水  ■咀嚼食物  ■能自行用餐  ■握湯匙 □吸管喝水  

語言：□無口語□會單音□能仿說□能說疊字詞(如爸爸媽媽) □能說簡單詞(如名詞動詞) 

       ■能說簡單句(如我想要玩車車) □能有日常對話能力(如問你在玩什麼?可回答) 

其他學習困難或需求補充： 

 

行動過於緩慢，學習反應較同齡慢 2-5 分鐘，作業皆須協助完成，表達能力弱 

 

附件 4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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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ichen
圖說
若無，務必寫無，勿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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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現況評估表(p2) 
(本表由心評人員或班級導師填寫) 

可獨力完成 or 口語提示後可自行完成→請打ˇ；無法做到或需要大量協助→請打； 

評估人 陳大貓 關係 導師 填表日期 106 年 8 月 1 日填表 

知
覺 

注視眼前或周圍的人事物 追視視線內移動的物品 

對於各類聲響有反應 對於各種觸覺刺激有反應 配合節奏做動作 

粗
細
動
作 

移位

平衡 
躺到坐站起來走跑

原地跳樓梯兩腳一階  

□上樓梯(一腳一階) 沿線走 □

單腳站 □蹲 □雙腳跳 

□單腳跳  

□下樓梯(一腳一階)  

操作

能力 
把東西放入容器或孔洞裏

開關容器串珠  

堆疊積木□開關門把 □撕紙 □

貼 □連點成線□開合剪刀 

□描畫 □自己畫 

□仿畫(線、圓形、正方形) 

 

特殊狀況/補充說明：○高張 ○低張 感覺敏感 ○感覺遲鈍 ○自我刺激  (請補充說明詳細狀況) 

生
活
自
理 

飲食 飲食流體 咀嚼食物能力 自取放餐具 握湯匙進食用吸管喝水  倒水裝水 

衣著  (脫鞋、脫襪、脫上衣、脫褲子)     

□(穿鞋、穿襪、穿上衣、穿褲子) 

□解(扣)鈕扣 □拉拉鍊  

□整理衣物 

如廁 便意覺察  便意控制  尿意覺察   

使用便器  表達上廁所意願  

□摺衛生紙   

□便後擦拭 

盥洗

整潔 
清潔覺察能力  刷牙 擠牙膏 

洗手 漱口   用毛巾擦(洗)臉 

□擤鼻涕□整理自己的物品□

維持周遭環境整潔  

 特殊狀況/補充說明： 

認
知
能
力 

概念

認知 
自我概念大小 

身體部位□配對 

□常見物品名稱  

形狀(指認□命名) 

顏色(指認□命名) 

□分類  

□認讀自己名字 □順序  

□長度 □空間概念(上下前後)  

數字 1~___(□認讀 □唱數 □點數) 

思考

推理 
一樣玩具有多種玩法  玩扮演遊戲 　 

會設法取得想要的東西 

□關係(ex 碗-湯匙、實體-影子)  

□能區別一樣或不一樣 

記憶 □指/說出藏起的東西 □模仿連續動作 □仿說數字___位數 □重述句子___個字 

注意 □能從一堆東西中找到某物 □對喜歡的事能持續注意力___分鐘 

 
特殊狀況/補充說明： 

溝
通
能
力 

溝通 叫名會有反應 □以適當方式表達需求或想法  □詞彙量與同齡相符    

□主動表達自己的需求或想法  □使用與情境相符之詞彙和語句 

理解 □理解表情動作(如搖頭) 理解簡單指令理解連續指令  理解故事內容 

表達 仿說 疊字 單詞  短句(視同左側皆會) 會問問題 回答問句描述生活經驗 

 特殊狀況/補充說明：○無口語聲調怪異○構音困難  (請補充說明詳細狀況) 

社
會
情
緒
人
際 

情緒 情緒穩定 反應與情境相符 □適當方式表達 □能被安撫或轉移 □能忍受挫折 

人際

互動 

□主動和其他幼兒互動 □與人分享 □互動技巧符合同齡發展  

□對話保持注視對方   輪流等待 分工合作 □接納和配合他人建議  

團體

規範 
□安靜坐著或保持安靜 大部分時間能服從指令或規範 □有物權觀念 

□對周遭的人或活動感興趣 □與他人保持適當距離 □遵守班級的常規  

適應 能與親人分開一段時間 □願意嘗試新東西或新活動 □能適應新環境或環境的變化 

 
特殊狀況/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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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方塊
本表填寫時，盡量勿空白選項，以防無法了解個案適應困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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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5頁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承辦人：陳玟樺

電話：04-2228-9111#54612

電子信箱：signduck@taichung.gov.tw

受文者：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3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特字第105002012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八

主旨：有關本市104學年度第2學期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結果暨就學

安置建議事項案，請各幼兒園(機構)依說明事項配合辦理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

會）－104學年度學前第4、5、12場次鑑定安置審查會議

決議辦理。

二、請幼兒園務必將「臺中市104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結

果暨就學安置建議事項（家長收執）」轉交該幼兒家長。

前述建議事項中「詳細障礙狀況說明」乙欄，係指個案身

心障礙狀況說明，供幼兒園參酌俾提供後續各項教學與輔

導。

三、請幼兒園依鑑輔會決議及相關建議事項，確實提供特殊教

育服務或相關輔導措施。另特教需求幼兒就學安置暨經持

續觀察評估後，如認為安置不適切，應由幼兒園協助提出

轉安置申請。

四、請各幼兒園(機構)於105年3月24日(星期四)起至「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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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通報網(學務系統)→左方選單：特教學生→接收

新安置學生」，接收對象說明如下：

(一)請先確認通報網鑑定安置結果相關內容確實無誤後，再

進行接收作業，並請至「確認個案區」將學生相關資料

完整填寫(列入通報正確率評比)。

(二)本次鑑定為「疑似○○障礙」、「再觀察」、「非特教

生」、「資料不足無法判定」者，無論是否將提請申復

，請各幼兒園均應接收其鑑定結果，務必先確認通報網

鑑定安置結果相關內容確實無誤後，再進行接收作業，

嗣後個案資料(含轉銜表)將由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自

動移除。欲提請申復者，應重新新增疑似生。

(三)如有特殊教育通報網操作問題，請詳閱「臺中市104學

年度特殊教育通報網教育訓練研習手冊」相關內容說明

，閱畢後仍有問題時請逕洽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資訊組，連絡電話：(04)22138215轉840或841。

五、另其他經本次鑑定且欲提請申復者請務必先完成通報網接

收作業，然後本次鑑定為非確認個案者，應重新新增疑似

生，並協助家長於回條聯作勾選，請於105年4月1日(星期

五)下午4時前將「家長回條聯」、「臺中市104學年度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結果暨就學安置建議事項（學校存查聯）

」、「申復資料(含鑑定原件及新事證)」送達本市中區特

殊教育資源中心(不以郵戳為憑)。

六、若本次鑑定為確認個案，且尚未填寫屆齡評估同意書之大

班幼兒，請幼兒園務必連繫家長填寫屆齡評估同意書，並

於105年4月1日(星期五)下午4時前送達送達本市中區特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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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資源中心(不以郵戳為憑)，以維護該生受教權益。

七、請檢視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確認個案「鑑輔適用階段有

效日期」欄位之有效日期是否已屆(逾)期限。若是，請於

105學年度第1學期依規協助辦理後續重新評估事宜，以維

護學生受教權益。

八、檢送「臺中市104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結果暨就學安

置建議事項」一式2份（1份學校存查，1份請轉交家長收執

）。

正本：臺中市大甲區西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大甲愛兒堡幼兒園、臺中市

私立大自然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安心幼兒園、臺中市私立熊寶寶幼兒園、臺中市

私立優生幼兒園、臺中市立大甲幼兒園、臺中市大肚區大忠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肚區山陽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市私立東森幼兒園、臺中市私立

培英幼兒園、臺中市私立賞識幼兒園、臺中市大肚區追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里區內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大里弘明幼兒園、臺中市私

立光仁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兒幼幼兒園、臺中市私立東南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南

海幼兒園、臺中市私立耕心園幼兒園、臺中市私立梵尼爾幼兒園、臺中市私立發

現幼兒園、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臺中市大雅區三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

市私立大大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大雅曼哈頓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大雅吉貝兒幼兒

園、臺中市私立育田幼兒園、臺中市立大雅幼兒園、臺中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附

設幼兒園、臺中市太平區光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小博士幼兒園、

臺中市私立天晴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太平光隆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宜欣幼兒園、

臺中市私立富兒登幼兒園、臺中市私立愛丁寶幼兒園、臺中市私立聖公會幼兒園

、臺中市私立學士堡幼兒園、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市

太平區坪林國民小學、財團法人十方啟智文教基金會附設十方啟能中心、臺中市

北屯區大坑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市北屯區文心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

市北屯區北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小巨匠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小飛

鼠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北屯四季藝術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北屯吉貝兒幼兒園、臺

中市私立北屯快樂斑比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北屯獅子王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史丹

彿幼兒園、臺中市私立育大幼兒園、臺中市私立貝斯特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夏卡

爾幼兒園、財團法人愛彌兒教育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旅順愛彌兒幼兒園、臺中

市私立陽光城堡幼兒園、臺中市私立慧明幼兒園、財團法人宏觀文教基金會附設

臺中市私立三光非營利幼兒園(臺中市政府委託辦理)、臺中市臺中地區農會附設

臺中市私立北屯幼兒園、臺中市北區中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市北區立人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天津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同德幼兒園、臺中市

私立安安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安君兒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奧克蘭幼兒園、財團法

人愛彌兒教育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德化愛彌兒幼兒園、臺中市私立麗園幼兒園

、臺中市立外埔幼兒園、臺中市石岡區土牛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市私立小

幼優幼兒園、臺中市私立挪威森林幼兒園、臺中市立后里幼兒園、臺中市西屯區

上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市西屯區上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市西屯

區大鵬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市西屯區西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臺中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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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一Ｏ五學年度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暨就學安置結果(家長收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中市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及安置結果家長回條

校名：          年班：         學生姓名：             

□同意鑑定安置結果與各項教育服務措施建議。 

□不同意鑑定結果。（若欲申請鑑定結果申復，請於公文核定日後 30 天內提出。） 

□不同意安置結果，希望安置    區         (學校)          班。

□其他：                                                    。

家長簽章：                                       中華民國____年    月    日 

※家長勾選回條後，請直接送交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員，謝謝！ 

鑑輔工作項目 105學年度學前鑑定安置工作

縣市 台中市

區域 海線

鄉鎮市 大甲區

就讀學校名稱 私立小哈佛幼兒園

個案編號 1055264

學生 郭沛鑫

學生身分證 B224137053

性別 女

出生日期 2012/04/30

特教障礙類別 發展遲緩

特教障礙程度

詳細障礙類別說明 發展遲緩(語言)

鑑定文號日期 2016/09/09

鑑定文號 中市教特字第1050067983號

鑑輔會安置學校名稱 私立小哈佛幼兒園

鑑輔會安置班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鑑輔會其他相關建議事項 2017/7/31重新鑑定

相關服務 得減少幼兒園普通班級招收人數1人

專業治療 建議申請語言治療

教育階段 學前

年級 中班

備註

來源表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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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通報網使用說明(幼兒園版)105.2 

 

一、建立疑似生 

1.從學校學務資料夾中找尋特教學生→新增疑似生頁面，點選新增身障生(疑似生)鍵 

2.填寫疑似生基本資料並存檔。 

※在新增疑似身障生前請先確認該生未曾經過鑑定通過為確認個案,若為確認個案請勿直接新增

為疑似身障生。請經由轉銜作業完成學生轉銜流程。 

※ 新增疑似學生資料詳細圖解 ※ 

 

1. 點選畫面上方之  新增身障生(疑似生)  鍵，畫面將呈現新視窗。 

 

2. 請輸入欲新增學生身份證字號。填入學生身份證字號時，請注意下列幾點： 

（1）第一個英文字母務必以「英數」「半形」大寫字母輸入。 

（2）身份證字號共有九位數字。 

（3）外國學生請輸入護照或居留證號碼。 

3. 請選擇欲新增學生之類型：「本國學生」或「國外學生」。 

4. 請選擇欲新增學生之教育階段： 

（1）新增疑似身障生時，其教育階段選項有「學前」、「國小」、「國中」及「高中職」。 

（2）新增待鑑定資優生時，其教育階段點選項包括：「國小」、「國中」及「高中職」。 

5. 點選下一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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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該生資料尚在其它學校會呈現以下畫面。 

 

(2) 如所輸入之身分證字號未曾建置資料，則呈現空白資料表以供填寫。 

6.該生各項資料均登錄完畢後，請按右下角  存檔  鍵，以儲存方才所輸入的該生各項資料。 

 

※ 疑似學生資料表欄位說明 ※ 

以下係以【疑似身障生】資料表單之欄位，逐項說明之。【待鑑定資優生】資料表單之欄位同於【疑

似身障生】資料表單之欄位內容，恕不另贅述之。 

 

1. 學校名稱：此欄位不可變更。新增一名學生，輸入身分証字號時，學校名稱為目前提報該生之學

校校名。俟該生各項資料均輸入完畢，點選存檔後，則系統將會自動將學校名稱改為該生目前提

報（就讀）之學校校名。 

2. 姓名：填入學生姓名時，字間請勿留空格。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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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身分證字號：不可變更，務求正確。 

4. 性別：由身分證字號第二碼系統自行判定，故不可更改。 

5. 教育階段：該生目前就讀之教育階段，以「下拉選單」點選。 

（1）身障類疑似生教育階段點選項包括：「學前」、「國小」、「國中」及「高中職」。 

（2）資優類待鑑定學生教育階段點選項包括：「國小」、「國中」及「高中職」。 

6. 出生：以「下拉選單」點選。 

7. 特教類別：請以「下拉選單」點選之。 

（1）特教類別係依據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法令等各項規定所界定之各項特殊教育類別。 

（2）其疑似資優類之特教類別選項，包括『一般智能』、『學術性向』、『藝術才能』、『創造能

力』、『領導才能』、『其他特殊才能』等。 

（3）其疑似身障類之特教類別選項，包括『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

礙』、『肢體障礙』、『身體病弱』、『情緒行為障礙』、『自閉症』、『發展遲緩』、『學

習障礙』、『多重障礙』、『腦性麻痺』、『其他障礙』等。 

（4）『發展遲緩』：僅限學前教育階段學生點選本項登錄之。 

8. 戶籍縣市：本欄位以學生戶籍所在縣市為認定依據，以「下拉選單」點選之。 

9. 戶籍鄉鎮市區：本欄位以學生戶籍所在鄉鎮市區為認定依據，以「下拉選單」點選之。 

10. 戶籍地址：請填入學生戶籍地址，字間請勿留空格。 

11. 聯絡地址縣市：本欄位以學生目前住所所在縣市為認定依據，以「下拉選單」點選之。 

12. 聯絡地址鄉鎮市區：本欄位資以學生目前住所所在鄉鎮市區為認定依據，以「下拉選單」點選之。 

 

13. 聯絡地址：請填入學生目前住所聯絡地址，字間請勿留空格。 

（1）若學生之【聯絡地址】與其【戶籍地址】相同時，可直接點選【聯絡地址】列最右側的  [同

上]  功能鍵。 

（2）[同上]  功能鍵時，系統會自動將【戶籍地址】欄之登錄資料，完整複製於【聯絡地址】欄中。 

14. 家長：本欄位登錄對象，請以學生之法定監護人為最優先。填入姓名時，字間請勿留空格。 

15. 電話： 

（1）區碼：以「下拉選單」點選。若無聯絡電話，請點選「--」。 

（2）電話：請以「英數」「半形」的阿拉伯數字填入，字間請勿留空格；若無聯絡電話，請填「無」。 

16. 手機：請以「英數」「半形」的阿拉伯數字填入，字間請勿留空格。 

17. 安置情形：以「下拉選單」點選；請先統一選擇「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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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年級別：本欄資料內容，係指學生之學籍年別，以「下拉選單」點選。學生實際所就讀之年級與

班別，若不同於本欄所登錄之「年級別」時，請將該生實際所就讀之年級與班別，於最下方之「備

註」欄中加以註明。 

19. 班：本欄資料內容，係指學生實際就讀之班別。學校採數字排序編班者，請以「英數」「半形」

阿拉伯數字填入，例如「1」、「2」等，請勿以「01」、「02」形式表之。學校採中文字（詞）

排序編班者，即以該班中文字（詞）名稱登錄，字間請勿留空格且不必填入「班」字。 

20. 導師：填入導師姓名時，字間請勿留空格。 

21. 該生是否領有區域級以上醫療院所之診斷證明，請以滑鼠左鍵適當點選【持有醫院證明】或【無

醫院證明】。若該生領有區域級以上醫療院所之診斷證明時，請繼續輸入以下各項資料，並請上

傳該生之「區域級以上醫療院所診斷證明」；若無，則本欄以下各項資料均免填。 

（1）醫院名稱：請依診斷證明抬頭單位全銜登錄之，字間請勿留空格。 

（2）病名：請依診斷證明所列病名，詳細登錄之。字間請勿留空格。 

（3）醫生囑言：請依診斷證明所列囑言，詳細登錄之。字間請勿留空格。 

（4）開具證明日期：請依診斷證明開立日期，以萬年曆點選之。 

22. 若該生已領有舊制身心障礙手冊(或新制身心障礙證明)時，請繼續輸入以下各項資料；若無，則

選擇無手冊。 

（1）身心障礙類別：以「下拉選單」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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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如該生未領有舊制身心障礙手冊或新制身心

障礙證明,請選擇「無手冊」。 

不論是否業經社會科指定醫療院所實施診斷

或鑑定，亦不論是否開立該院所之正式診斷證

明，均請以「無手冊」登錄之，請切勿空白為

之 

 如該生領有舊制身心障礙手冊,請依照身障手

冊上方登載之障礙類別拉選「身心障礙類別」 

 如該生領有新制身心障礙證明,請選擇「新制

證明」並依照證明上方登載之「類別」、ICF

碼、ICD診斷碼依序輸入  (點選”編修”) 

 

 

（2）障礙程度：以「下拉選單」點選。 

○1 本欄位資料內容，乃依據學生所請領之身心障礙手冊(或新制身心障礙證明)上，所登錄之身

心障礙程度，為選定本欄位資料項目之依據。 

○2選項包括：「極重度」、「重度」、「中度」、「輕度」等。 

○3若學生並未請領身心障礙手冊(或新制障礙證明)，不論是否業經社會科指定醫療院所實施診

斷或鑑定，亦不論是否開立該院所之正式診斷證明，本欄均請以空白為之。 

（3）鑑定日期：請依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左下方所登錄之鑑定日期，以萬年曆點選之。

 

23. 鑑定文號紀錄：不可變更。 

（1） 本欄位資料內容，係指學生接受本市鑑輔會鑑定之後，由本市教育局以正式行文函知學校時

之發文日期與發文字號，而非學生所請領之身心障礙手冊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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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學生未曾接受本市鑑輔會多次鑑定，則本欄各項紀錄均呈現空白。 

（3） 若學生曾接受本市鑑輔會多次鑑定，例如曾接受後續鑑定或重新鑑定，以致鑑定文號非唯一

時，請以最近一次鑑定文號與鑑定日期登錄、認定之。 

24. 備註：用以記載有關該生之各項相關補充說明或紀錄。 

（1） 字間均請勿留空格；各項補充說明之間，請以「英數」「半形」之分號加以區隔。 

（2） 由於資料庫欄寬有限，各項補充說明請儘量以簡單扼要說明為原則。 

25. 更新日期：無法變更。係由教育部全國通報網電腦作業系統，自動檢索學校最近一次修改該生（各

項）資料之日期，因而自動產生之日期紀錄，例如「201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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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報學生 

※先確認基本資料正確，提報後修改無法改變鑑定安置摘要表！ 

※請勿提報他校個案。 

(一)從學校學務資料夾中找提報鑑定安置→填寫鑑定摘要表頁面 

(二)選定「指定梯次」，按新增提報鑑定學生。 

(三)會跳出新視窗並列出學校所有確認個案及疑似生。 

(四)點選欲提報學生之提報類組與提報身分。 

 ●提報類組：發展遲緩  

 ●提報身分：新提報疑似個案 

(五)點選選擇完畢存檔。 

(六)列印提報清冊。 

※提報鑑定步驟詳細圖解 ※ 

 

 

 

 

② 

⑥ 

① 

④ 
出現此畫面就是不

正確!!! 

↓不可以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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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通報網網頁畫面出現亂碼問題說明 

一、IE 瀏覽器 

1. 請於點選《檢視》->《編碼》->選取《自動選取》和《Unicode(UTF-8)》 

 
2.或於該畫面點選滑鼠右鍵->《編碼》->選取《自動選取》或《Unicode(UTF-8)》 

 

 

 

二、Chrome 瀏覽器 

SETP 1：點選右上角 符號進入點選設定，或於網址列輸入 chrome://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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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P2：進入瀏覽器設定頁面後，於網頁最下方點選《顯示進階設定》 

 
SETP3：選擇網頁內容_自訂字型進入，於網頁最下方編碼方式，點選《萬用碼

(Unicode)(UTF-8)》後點選完成。 

 

 

 

33



檢視學生資料 

 

 

                              (2)列印基本資料&鑑定安置紀錄 

 
(3)列印基本資料 

 

(1)檢查重新鑑定期限 

(2)列印基本資料& 

鑑定安置紀錄 

(3)列印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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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需求幼兒就讀普通班提供人力資源與

協助或減少招收人數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12 月 30日中市教特字第 1030108903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4年 11 月 19日中市教特字第 1040092756號函修正 

一、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七條第五項及第十八條第十一項暨身心

障礙幼兒就讀幼兒園普通班提供人力資源與協助或減少班級人數

參考原則辦理。 

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為使安置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市）所屬各

公私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幼兒園）之特殊需求幼兒享有適性融合

教育，發展社會適應能力，充分發展身心潛能，獲致最大學習成

效，特訂定本要點。 

三、本要點所稱特殊需求幼兒（以下簡稱特殊幼兒），係指經本市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並安置於

本市幼兒園普通班之確認個案。 

四、幼兒園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應評估議決特殊

幼兒需求，妥善運用社區及教育資源，提供或協助申請下列人力

資源及協助： 

（一）特殊幼兒有巡迴輔導需求者：由巡迴輔導班教師提供特殊

教育巡迴輔導服務。 

（二）特殊幼兒有生活自理或情緒行為問題者：依其需求程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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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義工、替代役或教師助理人員等人力提供協助。 

（三）特殊幼兒有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需求者：依其需求

程度協助申請與安排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提供諮詢、教

學評量調整建議或訓練服務。 

（四）特殊幼兒有教育輔具需求者：依其需求提供或協助申請教

育輔助器具。 

（五）特殊幼兒有學習調整需求者，依其需求提供或協助申請相

關人力協助進行報讀、手語翻譯、製作特殊學習資料等協

助。 

五、特殊幼兒就讀之普通班，經特推會就前點各款人力資源及協助之

提供進行綜合評估後，認仍應減少招收人數者，每安置特殊幼兒

一人，得減少該幼兒園招收人數一人。但特殊情況經鑑輔會審核

議決者不受此限。 

幼兒園招生額滿後，幼兒園已招收之幼童通過鑑定安置時，應於

新學年度或幼童轉出時，始得依規減少招收人數。 

學期中倘有幼兒需轉入就讀時，該幼兒園招收人數應以實際就讀

幼兒數(不含減少班級招收人數)計算，不得因減少班級人數影響

幼兒就學權益。 

六、幼兒園欲減少招收人數二人以上者，應經特推會依第四點規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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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檢核園內特殊教育資源，並提供情形進行綜合評估後，認仍應

減少招收人數二人以上者，由該特殊幼兒就讀班級之教師填寫特

殊幼兒輔導計畫併同其個別化教育計畫、特推會會議紀錄及申請

表件，函送本局彙辦，經本市鑑輔會審核議決後，另行通知。 

  教師應每週提供輔導措施，並確實建立輔導紀錄，以保障該名特

殊幼兒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品質。 

  幼兒園應於每年六月底備齊該特殊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及其相關

輔導紀錄函送本局指定地點彙辦。經本市鑑輔會評列輔導不力

者，得調整其原核定減少招收人數。 

  若該特殊幼兒重新安置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或離園，原核定減少招

收人數即不再適用。 

  若該特殊幼兒接受重新鑑定，特推會應依前點規定檢視園內特殊

教育資源提供情形，若未重新提出減少招收人數申請時，則依前

點規定辦理。 

七、特殊幼兒就讀之普通班，其班級安排應由特推會議決，依學生個

別學習適應需要及園內資源狀況，以適性原則均衡編入各班，並

選擇適當教師擔任該班級教師，以利特殊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與

輔導之執行。 

  前項班級教師，有優先參加特殊教育相關研習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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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市公立幼兒園特推會任務項目及組成方式得準用臺中市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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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日期: 

臺中市    學年度幼兒園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酌減招收人數審查表 

通報系統帳號：        申請學校：    區          學生姓名：        目前年級：     

※幼兒園酌減招收人數 2名以上之申請用表，請配合鑑定安置工作期程辦理※ 

---------------------------------學校請填寫上方學校編號、校名、學生姓名及年級即可--------------------------------- 

本表幼兒園免填 

鑑輔會 

審查結果 

幼兒園酌減招收人數       人。  複審結果

□初審建議酌減       人

□建議補附下列資料： 

                

□其他：        

 其他建議： 

 

 

 

 

複審建議

 

複審人員

簽名 

 

 

 

複審日期：  年 月 日 

委員簽名 

 

 

 

 

鑑輔會
核章 

 

 

 

 

完成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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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__學年度幼兒園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酌減招收人數輔導計畫 

幼兒園：_______區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撰寫教師：_________ 

班級：_________班(□大班 □中班□小班 □幼幼班)    填寫日期：___年___月___日 

項目 幼兒園未來輔導方針/內容 輔導頻率與時數 備註

感官知覺    

生活自理能力    

認知能力 
(記憶、理解、推 

理、注意力等) 

   

動作能力 
(行動、粗大精細 

動作、協調平衡 

等) 

   

溝通能力 
(語言理解、表 

達、語言發展等) 

   

社會情緒與人

際關係 
   

特殊行為    

其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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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輔會檢核結果 

學年度 輔導狀況檢核結果與意見 酌減人數調整 備註

     學年度  □維持□酌減  人  

     學年度  □維持□酌減  人  

     學年度  □維持□酌減  人  

     學年度  □維持□酌減  人  

     學年度  □維持□酌減  人  

     學年度  □維持□酌減  人  

     學年度  □維持□酌減  人  

補充說明 

1.申請幼兒園酌減招收人數 2名以上時，均需造送。 

2.經鑑輔會審核通過後，本表請檢附於該生每學年（期）之 IEP 或輔導紀錄中。 

3.每學年末，依函文規定期程繳交該生 IEP 或輔導紀錄，送本市鑑輔會檢核輔導成

效。 

4.重新調整酌減人數之時機： 

(1)幼兒園未依上述輔導計畫內容確實實施輔導時，重新調整之。 

(2)依據重新鑑定結果，重新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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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 OO 幼兒園特殊教育學生概況(範例) 

※全園共___班，一般生____人，特殊生____人，教師____人，教保員___人。 

 班級 總學生人數 特殊生人數 核定酌減名

額 

酌減需求 備註 

全園

概況 

____班 全園___位學生 特生__人 

 

核定酌減名

額共 9 人 

酌減需求___

人 

特教助理：

總時數___小

時。 

專業團隊：

_________ 

各班

概況 

星星班 全班___位學生 特生__人 

OOO(發展遲緩) 

OOO(智障輕度) 

OOO(肢障輕度) 

核定酌減名

額共___人 

酌減需求___

人 

 

月亮班 全班___位學生 特生___人 

OOO(發展遲緩) 

OOO(智障輕度) 

OOO(肢障輕度) 

核定酌減名

額共__人 

酌減需求___

人 

*另有__案不

願提報鑑定 

 

太陽班 全班___位學生 特生__人 

OOO(發展遲緩) 

OOO(智障輕度) 

OOO(肢障輕度) 

核定酌減名

額共__人 

酌減需求___

人 

*OOO 因行

動及生活自

理問題須個

別人力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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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階段各類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基準及研判原則(106.3) 
 

※表列鑑定標準內容係依據民國 102 年 9 月 2 日教育部臺教學（四）字第 1020125519B 號令修正「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辦法」。 

鑑定辦法 鑑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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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各障礙類別收集相關鑑定資料，交

叉驗證，多方確認後進行綜合研判。

障礙類別、定義 鑑定基準 研判原則 
智能障礙 
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年齡者明顯遲緩，且在學

習及生活適應能力表現上有嚴重困難者。 

一、 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力測驗結果未
達平均數負二個標準差。 

二、 學生在生活自理、動作與行動能力、語言與
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等任一向度及學科
(領域)學習表現上較同年齡者有顯著困難。

檢附手冊或智力評估佐證，評估學
習、適應行為能力及特教需求。 

視覺障礙 
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缺

損，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對

事物之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者。 

一、 視力經最佳矯正後，依萬國式視力表所測定
優眼視力未達 0.3 或視野在 20 度以內者。

二、 無法以前款視力表測定時，以其他經醫學專
業採認之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 

檢附手冊或醫療院所視力評估佐證。

聽覺障礙 
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聽覺器官之構造缺

損或功能異常，致以聽覺參與活動之能力受到限

制者。 

一、 接受行為式純音聽力檢查後，其優耳五百
赫、一千赫、二千赫聽閾平均值，六歲以下
達 21 分貝以上；七歲以上達 25 分貝以上。

二、 無法接受前款行為式純音聽力檢查時，以聽
覺電生理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者。

檢附手冊或醫療院所聽力評估報告。

語言障礙 
指語言理解或語言表達能力與同年齡者相較，有

顯著偏差或遲緩現象，而造成溝通困難者。 

一、構音障礙：說話之語音有省略、替代、添加、
歪曲、聲調錯誤或含糊不清等現象。 

二、聲音異常：說話之音質、音調、音量或共鳴
與個人之性別或年齡不相稱。 

三、語暢異常：說話節律有明顯且不自主之重
複、延長、中斷，首語難發或急促不清等現
象者。 

四、語言發展遲緩：語言之語形、語法、語意或
語用異常，在語言理解或語言表達方面，較
同年齡者有明顯偏差或遲緩現象者。

檢附手冊或醫療院所語言障礙診斷
或評估資料，請盡量檢附說話影片。

肢體障礙 
指上肢、下肢或軀幹之機能有部分或全部障礙，

致影響學習者。 

由專科醫師診斷， 
一、先天性肢體功能障礙。 
二、疾病或意外導致永久性肢體功能障礙。 

檢附手冊或醫療院所肢體評估相關
資料，請盡量檢附行動影片。  

腦性麻痺 
腦部發育中受到非進行性、非暫時性之腦部損傷
而顯現出動作及姿勢發展有問題，或伴隨感覺、
知覺、認知、溝通、學習、記憶及注意力等神經
心理障礙，致在活動及生活上有顯著困難者。 

其鑑定由醫師診斷後認定之。 檢附手冊或醫療院所評估腦性麻痺
相關資料。 

身體病弱 
指罹患疾病，體能虛弱，需要長期療養，以致影

響學習者。 

其鑑定由醫師診斷後認定之。 檢附手冊或醫院評估資料，需確認有
長期療養或缺課以致影響學習。 

情緒行為障礙 
指長期情緒或行為反應顯著異常，嚴重影響學校

適應者；其障礙並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

直接造成之結果。包括精神性疾患、情感性疾

患、畏懼性疾患、焦慮性疾患、注意力缺陷過動

症、或有其他持續性之情緒或行為問題者。 

一、行為或情緒顯著異於其同年齡或社會文化之
常態者，得參考精神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

二、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
中顯現適應困難者。 

三、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
難，且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
入，仍難獲得有效改善。

檢附醫院評估資料，評估情緒行為問
題及其影響學習、社會、人際、生活
之嚴重程度。 

發展遲緩 
指未滿六歲之兒童，因生理、心理或社會環境因
素，在知覺、認知、動作、溝通、社會情緒或自
理能力等方面之發展較同年齡者顯著遲緩，且其
障礙類別無法確定者。 

依兒童發展及養育環境評估等資料，綜合研判。 檢附手冊或醫院評估資料，評估其適
應狀況及特教需求。 

多重障礙 

指具兩種以上不具連帶關係且非源於同一原因
造成之障礙而影響學習。 

參照本標準其他各類障礙之鑑定標準。 檢附醫療評估相關證明，需說明特教
類別。 

自閉症 
指因神經心理功能異常而顯現出溝通、社會互
動、行為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造成在學習
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者。 

一、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者 
二、表現固定而有限之行為模式及興趣者。 

檢附手冊或醫院評估資料，可備註伴
隨智能障礙。 

    
 

43



 

學前特殊教育安置班型介紹(106.1) 

項

次 
安置班型 安置場所 說明 

1 
普通班 

(接受特教服務) 

1.公私立幼兒園

2.早療機構 

在一般園所普通班上課，可申請特教服務（如：

專業團隊、教師助理員等），但不接受各類特

殊教育巡迴輔導班服務。 

2 
不分類巡迴輔導

班 
公私立幼兒園 

1.平日在園所普通班上課，巡迴輔導教師定期到

校輔導。 

2.巡迴輔導時間與頻率，依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實

際狀況安排時間到園所輔導，輔導頻率視需求

安排，待能力趨於穩定及導師輔導能力提升

後，逐漸減少服務次數。 

3.巡迴輔導方式以間接服務為主，如入班觀察、

諮詢服務、及協同教學，觀察學生在教室學習

情形與同儕互動狀況，提供相關建議及輔導方

向，或與班級教師搭配進行協同教學。 

3 視障巡迴輔導班 公私立幼兒園 

1.安置對象－視覺障礙學生。 

2.平日在園所普通班上課，由國小視障巡迴輔導

教師到校輔導。 

3.由園所向教育局提出申請。 

4 
集中式特教班 

(啟智班) 

設有啟智班之 

1.公立幼兒園 

2.特教學校 

1.安置對象－以中重度障礙之特殊教育需求幼

兒為主，須經鑑輔會審核通過後方可安置。 

2.全日在該班級上課，僅安置 8 名特教生，不提

供交通接送服務，接受特教服務(如：專業團

隊、教師助理員、特殊教育方案等)。 

5 
集中式特教班 

(啟聰班) 

設有啟聰班之 

特教學校 

1.安置對象－以聽覺障礙學生為主，須經鑑輔會

審核通過後方可安置。 

2. 全日在該班級上課，僅安置 8 名特教生，不

提供交通接送服務，可申請特教相關服務(如：

專業團隊、教師助理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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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階段教育單位 (105.12) 

一、市立特殊教育學校(幼兒部)－獨立招生 

校名 安置班別 名額 招生對象 校址 電話 

國立台中

特殊教育

學校 

學前 
啟智班 

2班 
16人 

2足歲至未滿6足歲智能障礙重度

及以智能障礙為主之多重障礙幼

兒為優先(含中、重度自閉症)。 

台中市公益路

二段 296 號 
04-22582289#2003
註冊組長 

國立台中

啟聰學校 

學前 
啟智班 

1班 
8人 

2足歲至未滿6足歲智能障礙重度

及以智能障礙為主之多重障礙幼

兒為優先(含中、重度自閉症)。 台中市西屯區

安和路 1 號 
04-23589577#2202
註冊組長 

學前 
啟聰班 

4班 
32人 

2足歲至未滿6足歲聽覺障礙重度

及以聽覺障礙為主之多重障礙幼

兒為優先。 

二、私立特殊教育學校(學前部) －獨立招生 

校名 安置班別 名額 招生對象 校址 電話 

私立惠
明學校 

學前 
多障班 

1 班 
6 人 

3足歲至未滿6足歲視覺障礙
或含視覺障礙之多重障礙幼
兒。 

428 臺中市大

雅區雅潭路四

段 336 號 

04-25661024 # 
123 註冊組長 

三、國小附設幼兒園 (集中式特幼班)  

校名 安置班別 名額 招生對象 校址 電話 

東區樂業附幼 啟智班 1班8人 

2足歲至未滿

6足歲經鑑輔

會評估適合

安置特幼班

者。 

臺中市東區樂業路 60
號 

22137569 

西區忠孝附幼 啟智班 1班8人 
臺中市西區三民路 1
段 171 號 

22273092 

豐原區豐原附幼 啟智班 1班8人 
臺中市豐原區新生北

路 155 號 
25222066 

清水區清水附幼 啟智班 1班8人 
臺中市清水區光華路

125 號 
26222004 

霧峰區霧峰附幼 啟智班 1班8人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路

736 號 
23393069 

太平區坪林附幼 啟智班 1班8人 
臺中市太平區坪林里

坪林路 45 號 
23927677 

北區太平附幼 啟智班 1班8人 
臺中市北區太平路七

十四號 
22248532 

大安區大安附幼 啟智班 1班8人 
臺中市大安區中庄里

3 鄰中山南路 296 號 
26713166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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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相關服務說明 

類別 項目 適用對象及說明 備註 

相關

專業

團隊 

物理治療 
處理行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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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環境改造

等問題。 

1.治療主要為間接介

入。  
2.目前有服務者應每

學期討論後續服務

建議為已結案或需

繼續接受服務。 
3.確有需求時由學校

提出申請。 

職能治療 
處理在校學習生活和參與活動的問題。包括手功

能、手眼協調、日常活動或工作能力、感覺統合、

生活輔具的使用、或環境改造等。 

語言治療 處理口腔功能、吞嚥、構音、語暢、嗓音、語言理

解、口語表達或溝通輔具的使用等問題 

心理諮商 
經由入班觀察、晤談學生、提供教師、行政人員、

家長等相關人員諮詢服務以改變學生生態系統之

方式，處理學生情緒及行為問題。 

學習
及生
活人
力協
助 

學生助理員 在教師督導下，配合教師教學需求，協助班級學生

在校之學習、評量與上下學及校園生活等事項。  

特教學生助理人

員 

在教師督導下，提供個別或少數學生在校之生活自 
理、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等支持性服務。 
適用經環境調整、同儕協助及提供輔具後仍需協助

其移動與轉換、生活自理或嚴重情緒行為處理者。 

 

酌減人數 經鑑輔會提供各項人力資源及協助之後，仍應減少

班級人數者。 
確有需求時由學校提

出申請。 

 
學習

環境

調整 

適當教室位置 

安排適合之教室位置。 
適用有明顯行動困難、需降低環境噪音干擾、調整

適當光線、健康情形需特別照護者。 
(如安排一樓教室、考量科任教室位置後安排最少垂直移動之

樓層、教室接近廁所或無障礙廁所、低噪音教室、避免強光照

射、近健康中心之教室等。) 

1.需請專業人員評估

或參考相關證明文

件。 
2.無障礙環境應以學

生主要學習環境

（如上課教室、操

場、校內活動場所

等）之需求，參酌

實際安置學校現況

給予建議。 

座位安排 

調整學生在教室內之座位位置。 
適用經座位安排能幫助其學習者。 
（如考量視障生視野或光線適應問題、聽障生避免

噪音干擾問題、解決肢障生出入座位問題）。 

無障礙環境 

提供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含無障礙扶手、坐式馬

桶、足夠的輪椅迴轉空間…等。 
適用有動作行動困難者。 
(如下肢障礙、蹲姿或平衡困難、視障) 

特殊設施 
用以改善障礙造成問題之設施設備。 
(如電梯卡、冷氣、樓梯彩色止滑條、坡道、連續扶手......等具

體設施或環境調整項目。) 

 

教育輔助器材 視覺輔具、聽覺輔具、行動移位與擺位輔具、閱讀

與書寫輔具、溝通輔具、電腦輔具及其它輔具 
適用因生理功能問題或障礙影響其學校生活及學

習，且能藉由輔具得到改善者。 

需先經相關專業人員

評估必要性、種類及

規格，再由學校提出

申請。 

轉介 

轉銜服務 因班型轉換、轉學、階段轉換、年段轉換或結束特

教服務回歸普通班，需進行相關服務銜接者。  

二級輔導 提供在校適應困難學生認輔、團輔、專兼輔老師輔

導或轉介專業人員輔導。 
請學校依照學校三級

輔導分工與流程，整

合各項輔導資源，轉

介校內輔導措施。 親職教育 
提供具有親子衝突、溝通或情緒控制問題、教養管

教困難之家庭有效管教態度與正確教養方式等輔

導資訊與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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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巡迴輔導？ 

巡迴輔導服務目的為落實融合教育的理念，提供幼兒園教保人員專業

上的支持與專業服務的傳遞，使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能在正常化的教學環境

中仍享有適性化教育。 

（一）需申請類別與對象 

1.經「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並安置為【不分類巡

迴輔導班】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且須就讀本市公私立幼兒園。 

2.視障巡迴輔導班：經本市鑑輔會鑑定為視障、多重障礙者且含視障之特

殊教育需求幼兒（學前教育階段由國小視障巡迴輔導班協助提供支援

，每年約5月20日至6月20日申請，並於8月初公布結果）。 

3.若經「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並安置為【普通班

接受特教服務】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但想申請【不分類巡迴輔導班

】時，請就讀學校協助提出轉安置申請。 

（二）派案流程： 

1.本市巡迴輔導服務以每學期一次派案為原則。 

2.不分類巡迴輔導派案時間：每學年 9-10 月（第一學期），2-3 月（第二

學期）。 

3.本局將依各巡迴輔導班服務區域分配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上安置於

巡迴輔導班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由巡迴輔導教師主動聯繫並前往幼

兒園進行評估作業與輔導。 

4.若貴家長有安置於巡迴輔導班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而未接獲巡迴輔導

教師服務者，請就讀之幼兒園務必主動與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聯繫

（電話：04-2213-8215 分機 832 或 04-26153280）。 

（三）輔導方式 

巡輔教師視情況提供幼兒園教保人員專業支持及相關服務，而服務方

式主要以間接服務為主。 

 間接服務  -- 入班觀察／諮詢服務／協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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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輔教師觀察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教室中的學習情形、與同儕互動的

狀況，依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特殊狀況提供相關建議及輔導的方向，或與班

級教師搭配進行協同教學。 

（四）輔導次數 

依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實際狀況安排時間到園輔導，每個特教需求幼兒

輔導時間、輔導頻率應視幼兒園與幼兒之需求而有所不同。 

（五）巡迴輔導結案標準 

1.該生畢業或轉出臺中市或轉至機構或已離開幼兒園在家休養。 

2.該生經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同意，改安置【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或【特殊教育學校幼兒部】。 

3.該生特殊教育資格已逾期超過一個月。 

4.該生經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申請放棄特教服務且經本市鑑輔會正式核

定通過。 

 

思考 

巡迴輔導老師服務對象是誰? 

巡迴輔導老師的角色是什麼? 

學校老師的角色是什麼? 

特教承辦人員的角色是什麼? 

孩子的狀況會發生在什麼時候?誰會去處理? 

如何讓巡迴輔導老師的功能發揮最大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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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7 學年度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幼兒 

入幼兒園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壹、依據：特殊教育法第10、17、23條。 

貳、目的： 

一、協助（疑似）特殊教育幼兒確認其特殊教育需求，據以提供各項特殊教

育服務措施。 

二、保障特殊教育幼兒受教權益，提供適性安置服務措施，以利個案身心潛

能發展。 

叄、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協辦單位：臺中市各公立幼兒園、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理之非營利

幼兒園、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臺中市海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肆、申請對象： 

一、戶籍與年齡資格：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 

(一)設籍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且出生於101年9月2日至105年9月1日期

間，欲申請協助安置各類學前特殊教育場所之幼兒。 

(二)設籍本市且出生於100年9月2日至101年9月1日期間，經本市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特殊教育學生，同意其107學年度暫緩入

學一年，並提出協助安置各類學前特殊教育場所申請之幼兒。 

年級別 出生年月日區間 備註 

升大班 
100.09.02~101.09.01 申請107學年度暫緩入學者

101.09.02~102.09.01  

升中班 102.09.02~103.09.01  

升小班 103.09.02~104.09.01  

升幼幼班 104.09.02~105.09.01  

二、醫療鑑定資格：領有下列條件之一(以上)者： 

(一)持有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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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有有效期限內之重大傷病卡或審核通知書，且因重大傷病致影響學

習者。 

(三)持有經行政院衛生署輔導設置聯合評估中心之綜合報告書或提供兒

童發展評估之區域級規模以上醫院兒童發展相關科別所開具之診斷證

明或心理衡鑑報告。 

1.所稱「兒童發展相關科別」：係指兒童發展聯合評估中心、小兒神經

科、小兒(兒童)心智科、復健科或精神科等相關門診。。 

2.心理衡鑑報告或診斷證明之有效期限，開立日期以106年2月28日(含

當日)後始為有效；聯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預定追蹤日期以

107/2/28(含當日)後始為有效。 

3.綜合報告書或診斷證明應載明個案有「發展遲緩」或「障礙」之情

形。 

伍、申請時間：106年11月1日(星期三)起至11月30日(星期四)止，上午9時至

下午4時。 

陸、受理申請地點：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一)送件地址：臺中市東區樂業路60號（東區樂業國小內） 

(二)聯絡電話：04-22138215#820 

(三)傳真號碼：04-22129618 

(四)特教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柒、申請檢具資料： 

一、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幼兒報名表。 

二、戶籍資料影本。 

三、有效期限內之醫療相關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捌、實施步驟與期程： 

一、家長提出特殊教育幼兒入幼兒園申請：106年11月30日前。 

二、召開心理評估人員工作協調會暨教育評估行前研習：106年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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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理評估人員進行特殊教育幼兒教育評估：106年12月07日至107年1月

11日。 

四、心理評估人員進行教育評估結果送件：107年1月11日。 

五、彙整特殊教育幼兒評估結果：1月11日至1月19日。 

六、召開本市106學年度入幼兒園鑑定安置審查會議及安置協調會議： 

1月22日至2月9日。 

七、安置相關公告時程： 

(一)各園已安置特生人數公告：106年12月8日(暫定)； 

(二)各園申請人數公告：107年1月26日(暫定)； 

(三)初步安置協調結果公告：107年3月2日(暫定)。 

八、將鑑定安置相關會議決議事項函知本市各公私立幼兒園：3月12日至3月

15日。 

九、本市各幼兒園通知家長鑑定安置結果，並協助辦理轉介及報到等相關事

宜：3月15日至招生抽籤日前。 

玖、安置原則： 

一、以適性、就近安置為原則，安置作業時限為本市各公立幼兒園、非營利

幼兒園第一次招生、抽籤前（確認時程以本局公告時程為準）。 

二、依據103年4月10日修正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

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3條規定，學前教育階段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每班不得超過8人。如遇亟待安置學前教育階段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者，

得適時向本局提出申請，不受上述實施期程限制。 

三、不論新舊生，普通班每班以安置2名特殊教育幼兒為原則，惟鑑輔會得

視幼兒實際需求程度調整安置名額。 

四、欲申請安置同一幼兒園之幼兒數如超出該園安置容量時，依下列優先順

位進行安置： 

(一)依學齡大班、中班、小班優先順位。 

(二)學齡相同時：依依設籍學區內、設籍同一行政區內、設籍其他行政區

內之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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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上條件均相同時，進行協調；協調無果時，進行現場協調；現場協

調無果時，抽籤決定之。 

(四)跨學區申請之幼兒，如居住地內有其他鄰近公立幼兒園，本局得先進

行協調。 

拾、參與本項工作之各校人員，於實際工作期間核予公(差)假登記。 

拾壹、經費：由本局年度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拾貳、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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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報名表(入幼)(106.06)          

個案編號：________________         

特
殊
幼
兒
個
案
基
本
資
料 

幼兒姓名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升大班(101.09.02-102.09.01)

□升中班(102.09.02-103.09.01)

□升小班(103.09.02-104.09.01)

□升幼班(104.09.02-105.09.01)幼兒性別 □男 □女 身份證字號  

家

長 

父  其他主要照

顧 者 

 
聯絡手機 

 

母  關係:  

戶籍地址  聯絡市話  

現居地址  聯絡市話  

目前就學狀況 □無  □有，          區                    幼兒園(園名) 

個管社工 □無  □有，姓名： 連絡電話  

學區學校    

障礙證明文件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聯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 

□重大傷病卡(審核通知書) □心理衡鑑報告 □診斷證明 

主要學習適應問題  

家 長

意 見

調查 

1.家長希望安置的學校： 

A.           區                                       （學校名稱） 

B.           區                                       （學校名稱） 

C.           區                                       （學校名稱） 

2.家長希望的安置教育型態（請勾選 或 依優先順位填寫 1、2、3）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在普通班上課，無特殊教育巡迴輔導班服務。 

可申請特教服務【如：專業團隊、教師助理員、經費

補助(需符合教育部經費補助資格)等】， 

 
普通班(接受不分類巡 

迴輔導班服務) 

在普通班上課，並接受學前不分類巡迴輔導教師到校

輔導。可申請特教服務【如：專業團隊、教師助理員、

經費補助(需符合教育部經費補助資格)等】，  

 
集中式特教班 全日在該班級上課。 

3.貴子弟是否領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否-----此下免填----- 

□是，「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因特殊教育鑑定安置研判需求時，□

同意調閱社會局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不同意調閱，由本人自行申請並提供所需佐證資料(請務必檢附社會局身

心障礙鑑定報告)。 

□監護人 

□法定代理人 簽名：             與幼兒的關係：      簽名日期：__年   月  日 

註：1.入幼兒園申請資料含報名表、現況評估表、戶籍資料影本、醫療相關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2.請於 106 年 11 月 30 日前寄達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鑑定組收」(401 台中市東區樂業路 60 號)。 

不以郵戳為憑。

入幼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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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幼兒現況評估表(p1) (修正日期：106.06.20) 

(本表由家長或班級導師填寫)  

幼兒姓名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升大班(101.09.02-102.09.01)

□升中班(102.09.02-103.09.01)

□升小班(103.09.02-104.09.01)

□升幼班(104.09.02-105.09.01)
填表人  關係： 106 年__月__日填表

一、幼兒家庭狀況： 

1.排行：   ，兄  人，姐  人，弟  人，妹  人。手足目前就讀園所名稱:__________。 

2.家庭結構：□雙親 □單親 □隔代教養 □寄養家庭 □其他：                    。 

3.同住家庭成員：□父 □母 □手足 □祖父 □祖母 □外傭 □其他__________ 

4.主要照顧者：□父親 □母親 □祖父 □祖母 □外傭/保母 □其他：           。 

5.父母/主要照顧者狀況 

 姓名 關係 國籍 年齡 教育程度 職業 教養態度 

家長 
 父 □本國 □___     

 母 □本國 □___     

其他 

主要照

顧者 

 

 
 

□本國 □___     

6.家庭經濟狀況：□富裕  □小康  □普通  □清寒  □貧困 

7.主要經濟來源：□父  □母  □祖父母  □其他 _______ 

8.家中主要使用語言：□國語 □台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言 □其他：            。 

9.家中成員是否有其他特殊個案：□無     □有：_____________。 

10.其他：(若符合請打勾，可複選) 

   □持(中)低收入戶證明 □社會局轉介輔導之特殊境遇家庭。 

   □原住民   □輕度身心障礙者之子女 □中度身心障礙者之子女   

   □雙胞胎或多胞胎幼兒。   □家庭中同胞兄弟姊妹 3 人(含)以上 

   □公立幼兒園、非營立幼兒園及公立學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之一親等直系血親幼兒。 

二、使用療育資源情形： 

療育項目 地點(如:OO 醫院) 療育方式 每週次數 療育時間起迄 

  
□個別 □團體 

□日托 □其他：___ 
  

  
□個別 □團體 

□日托 □其他：___ 
  

 

三、生理狀況： 

□聽力異常：左耳____分貝，右耳____分貝；□助聽器□人工電子耳 

□視力異常：左眼____ 右眼____ □其他：_________ □配戴眼鏡後仍低於 0.3 

□肢體異常：□左手 □右手 □左腳 □右腳 □其他   說明：_________ 

            □使用輔具需求：柺杖、助行器、輪椅、其他輔具：         。 

□特殊疾病：□蠶豆症 □氣喘 □過敏 □心臟病 □癲癇 □腦性麻痺 □唐氏症 

            □唇顎裂 □其他：                

四、現況說明： 

動作：□躺到坐□站□走□跑□原地跳□上樓梯□下樓梯□蹲 

生活：如廁：□包尿布 □想上廁所會告訴大人 □會自己小便 □會自己大便 

      飲食：□喝水 □咀嚼食物 □能自行用餐 □握湯匙 □吸管喝水  

語言：□無口語□會單音□能仿說□能說疊字詞(如爸爸媽媽) □能說簡單詞(如名詞動詞) 

      □能說簡單句(如我想要玩車車) □能有日常對話能力(如問你在玩什麼?可回答) 

其他需求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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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幼兒入幼兒園鑑定安置

工作流程圖(家長版) 
 

 

  

非特教生 

自行參加公

立幼兒園抽

籤 

 

入幼兒園 
鑑定安置說明會 

(10 月) 

家長提送申請 
定期申請安置幼兒園：106/11/1~106/11/30，逕送中

區特教中心。 
不定期申請安置特幼班：先聯繫中區特教中心，視各

班缺額狀況進行受理。 

鑑定安置審查會議、安置協調會議 
(1-2 月) 

心評人員評估 
(12 月) 

公告鑑定安置結果 
(本市各公立幼兒園第一次招生抽籤前) 

送件資料： 
1.特殊教育幼兒報名表 
2.戶籍資料影本 
3.有效期限內醫療相關證明文
件(至少一項)： 
(1)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
(2)重大傷病卡審核通知書 
(3)聯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

書 
(4)區域級以上醫院兒童發

展相關科別開具之診斷
證明或心理衡鑑報告 

報到 
家長帶幼兒至安置幼兒園報到 

(依各幼兒園報到時間) 

公告鑑定安置結果 
(本市各公立幼兒園第一次招生抽籤前，

函文至各公立幼兒園。) 

接收鑑定安置結果 
園所(班)轉知幼兒家長， 

到校領取鑑定安置結果收執聯。 

確認個案 

建議家長務必帶幼生

參觀欲就讀的學校，

藉以了解學校環境與

限制。(參觀前請先電

話聯繫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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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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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線

第1頁，共3頁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承辦人：賴宛青

電話：04-22289111#54612

傳真：04-25279060

電子信箱：fay147258@tc.edu.tw

受文者：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特字第106003580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本市106學年度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入幼兒園鑑定安置

結果暨就學安置建議事項案，請各幼兒園(機構)依說明事

項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市106學年度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入幼兒園鑑定安置

工作實施計畫辦理。

二、請幼兒園務必依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規定配合辦理下列各

項後續就學輔導事宜：

(一)請各幼兒園於106年5月20日前將「臺中市106學年度學

齡前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結果暨就學安置建議事項（家長

收執）」轉交該幼兒家長，並請家長於「家長回條」簽

名後，將前述「家長回條」掃描檔以E-mail方式寄至本

市特教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若

對旨述鑑定安置結果有疑問，請逕寄信至本市特教公務

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或電洽本市中區特

殊教育資源中心鑑定組，連絡電話：（04）22138215分

機820。

7

1060002636

■■■■■■特教中心 ■■■■■■■收文:106/05/02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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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請務必依本市「公立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學作業注意事

項」相關規定，通知家長至幼兒園完成報到程序。

三、有關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提報及開放接收本次身心障礙

學生鑑定安置審查結果相關事宜，本局將另案通知。屆時

請各幼兒園確認該幼兒完成報到手續後，並於106學年度

學前特殊教育電腦網路通報系統研習期間，逕至教育部特

殊教育通報網完成線上提報鑑定安置作業（【第1梯次】提

報類別：發展遲緩，提報身分：新提報疑似個案），如有

系統問題請逕洽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資訊組，連絡

電話：（04）22138215分機840.841。

四、倘該幼兒有無障礙環境、專業團隊、教育輔具及補助款等

相關特教服務需求，本局將另案通知，並請幼兒園協助於

是項服務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

五、若106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後，特教學生學習狀況經持續觀

察評估確有調整必要時，經家長同意後，應由幼兒園協助

提出轉安置申請。

六、請各幼兒園務必派員參加「臺中市106學年度學前特殊教

育電腦網路通報系統研習」、「106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

殊教育行政業務說明會」，以瞭解特殊教育業務相關內容

；前述相關活動辦理期程，將另案通知。

正本：臺中市太平區坪林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區樂業國民小

學、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臺中市霧峰區霧

峰國民小學、臺中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臺中市北區太平國民小學、臺中市立

大甲幼兒園、臺中市大甲區大甲國民小學、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臺中市

立大安幼兒園、臺中市大肚區追分國民小學、臺中市大肚區瑞井國民小學、臺中

市立大里幼兒園、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里區大里國民小學、臺

中市大里區內新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里區立新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里區美群國民

小學、臺中市大里區草湖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里區健民國民小學、臺中市立大雅

幼兒園、臺中市大雅區三和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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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陽明國民小學、臺中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臺中市立太平幼兒園、臺中市太平

區光隆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區新平國民小學、

財團法人宏觀文教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三光非營利幼兒園(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委託辦理)、臺中市北屯區仁愛國民小學、臺中市北屯區文心國民小學、臺中市北

屯區北屯國民小學、臺中市北屯區四張犁國民小學、臺中市北屯區東光國民小學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國民小學、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臺中市臺中地區農

會附設臺中市私立北屯幼兒園、臺中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臺中市北區省三國民

小學、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臺中市

外埔區外埔國民小學、臺中市石岡區土牛國民小學、臺中市立后里幼兒園、臺中

市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上安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大仁國民小

學、臺中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西屯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何

厝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重慶國民小學、臺中市

西屯區國安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區大勇國民小學、臺

中市西區中正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區忠明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區忠信國民小學、

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國民小學、臺中市沙鹿區沙鹿國民小學

、臺中市私立西屯四季藝術幼兒園、臺中市東區力行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區大智

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區成功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區進德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區臺

中國民小學、臺中市立東勢幼兒園、臺中市東勢區石城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

東新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學、臺中市立南屯幼兒園、臺中市南屯

區南屯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臺

中市南區和平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

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民小學、臺中市烏日區烏日國民小學

、臺中市立神岡幼兒園、臺中市神岡區岸裡國民小學、臺中市烏日區喀哩國民小

學、臺中市愛心家園、臺中市立梧棲幼兒園、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臺中

市梧棲區永寧國民小學、臺中市立清水幼兒園、臺中市清水區建國國民小學、臺

中市立新社幼兒園、臺中市新社區崑山國民小學、臺中市立潭子幼兒園、臺中市

潭子區新興國民小學、臺中市潭子區僑忠國民小學、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臺中

市龍井區龍井國民小學、臺中市龍井區龍峰國民小學、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臺

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臺中市豐原區豐田國民小學、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國民小學、臺中市霧峰區五福國民小學、臺中市霧峰區復興國

民小學、臺中市北屯區僑孝國民小學

副本：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臺中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臺中市海線特殊

教育資源中心、本局特殊教育科 2017-05-02
1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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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7 學年度特殊教育學生入國小鑑定

安置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基本法。 

二、國民教育法及其施行細則。 

三、強迫入學條例及其施行細則。 

四、特殊教育法及其施行細則。 

五、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及其施行細則。 

貳、目的 

輔導特殊教育學生轉銜就讀國小，安置適當場所接受教育，並讓其國小教師預先瞭解

學生身心狀況，以利設計教學課程，使學生得依其特殊需求獲致適性學習成效。 

叄、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協辦單位：臺中市各國民小學、臺中市各公私立幼兒園及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各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肆、申請對象：欲入學本市國民小學之特殊教育學生。 

一、106學年度暫緩入學個案：99年9月2日至100年9月1日出生，且通過暫緩入學申請之

特殊教育學生。 

二、107學年度屆齡入學個案：100年9月2日至101年9月1日出生之特殊教育學生。 

伍、申請期間與方式 

一、申請期間：106年11月1日至11月30日。 

二、申請方式： 

(一)已就讀幼兒園之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確認個案：由幼兒園彙整園內特殊教育

學生之家長意願後，併同「特殊教育學生入國小評估家長報名表」正本寄(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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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二)非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確認個案或目前未在學個案：請家長自行下載、至就

讀幼兒園或學區國小輔導室填寫「特殊教育學生入國小評估家長報名表」正本逕

寄(送)至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諮詢單位：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東區樂業國小內) 

(一)聯絡電話：04-22138215 #820。 

(二)傳真號碼：04-22129618。 

(三)電子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四)地址：臺中市東區樂業路60號 

陸、應檢具資料：請於實地評估時，逕交心理評估人員一併攜回即可。 

一、目前完整戶籍資料影本。 

二、有效期限內相關醫療佐證資料：個案現有資料請儘量檢附，至少檢附一項以上。 

(一)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二)有效期限內之重大傷病卡或審核通知書，且因重大傷病致影響學習者。 

(三)區域級規模以上醫院兒童發展相關科別所開具之聯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診

斷證明或心理衡鑑報告。 

1.診斷證明或心理衡鑑報告開立日期為106年3月30日(含當日)後始為有效證明文

件；聯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預定追蹤日期以107年3月30日(含當日)後始為有

效。 

2.所稱「兒童發展相關科別」：係指兒童發展聯合評估中心、小兒神經科、小兒

(兒童)心智科、復健科或精神科等相關門診。 

3.綜合報告書或診斷證明應明確標註兒童之身心障礙狀況，例如障礙類別與等級

、疾病名稱或詳細障礙狀況。 

三、暫緩入學輔導計畫(欲申請暫緩入學者務必檢附)。 

柒、預訂實施步驟與期程 

一、家長提出評估申請：106年11月1日至11月30日。 

二、舉開評估工作協調會議暨評估行前研習：106年12月7日(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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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理評估人員實地評估(學區國小派員協同)：106年12月7日至107年1月11日(暫定)

。 

四、心理評估人員繳交評估個案資料：107年1月11日(暫定)。 

五、彙整評估工作結果：107年1月12日至3月2日(暫定)。 

六、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舉開鑑定安置審查會議：10

7年3月5日至3月16日(暫定)。 

七、彙整安置審查會議結果，並將決議事項函知本市各國小：107年3月26日至3月30日(

暫定)。 

八、學區國小輔導室轉知學生家長「鑑定安置結果通知單」：107年4月2日至4月13日(暫

定)。 

九、受理鑑定申復、安置再協調及暫緩入學再審查案件申請，時程詳見鑑定安置結果核

定公文。 

十、受理不定期家長提出評估申請：107年3月至107年8月。 

捌、鑑定安置審查結果說明：  

一、鑑定結果：經鑑輔會鑑定後，給予之身分及其所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分述如下： 

(一)確認身心障礙學生：學校應依據學生需求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必要之

特殊需求課程、教學調整、輔導及各項支援服務。 

(二)疑似○○學生或再觀察：學校可持續觀察並視個案狀況及師資人力主動提供輔

導介入或特殊教育諮詢輔導服務，需填寫「疑似生觀察紀錄表」，並輔導滿一年

再視介入狀況決定是否再次提出鑑定。 

(三)非特教學生：經評估無須特教介入，轉請學校相關處室持續關懷及協助。如學

前階段接受特教服務者，請幼兒園依個案狀況進行轉銜，並追蹤適應狀況。 

二、安置及特殊教育服務方式： 

(一)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1.學生學籍設在普通班，全部時間在原班學習，由導師提供課程及評量調整。 

2.未設置資源班與集中式特教班之公立學校，另可申請特教方案。 

(二)資源班、視障資源班、不分類巡迴輔導班：學生學籍設在普通班，部分時間至

資源班上課，由特殊教育教師依據學生需求安排抽離、外加、或入班課程，提供

特殊教育課程、評量調整及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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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中式特教班：學生學籍設在特教班，學生大部分時間在特教班學習，依學生

狀況安排資源班或普通班課程進行融合學習，提供必要之輔導及協助。依據《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 6條辦理，

國小每班以不超過 10 人為原則。 

(四)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床邊教學班：學生學籍安置於學區學校，由在家(床邊)

教育教師提供教學、輔導與支援服務。 

(五)特殊類型巡迴輔導班(含視障、聽語障、情緒及行為障礙)：學生學籍設在普通

班，巡迴輔導教師定期到校輔導。 

(六)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安置於臺中啟明學校(啟明班)及臺中啟聰學校(啟聰班、啟

智班)，並接受全時制的特殊教育服務，提供必要之輔導及協助。擬轉介安置各

國立或直轄市立（臺北市、新北市、高雄市）特殊學校者，鑑定後由教育局協助

轉介，惟需視該縣市或該校缺額狀況就學。  

三、安置原則： 

(一)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10 條規定：「…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以就近入

學為原則。但國民教育階段學區學校無適當場所提供特殊教育者，得經主管機關

安置於其他適當特殊教育場所。」辦理安置作業；惟因特殊就學需求者，經鑑輔

會同意，得彈性處理之。 

(二)特殊教育學校，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25 條規定：「…特殊教育學校之設立，

應以小班、小校為原則，並以招收重度及多重障礙學生為優先…啟聰學校以招收

聽覺障礙學生為主；啟明學校以招收視覺障礙學生為主。」本市特殊教育學校安

置順位如后：  

1.設籍臺中市，依本市鑑定安置流程辦理後安置。 

2.有居住臺中市至少滿一年之事實(須檢附居住事實相關證明)，依本市鑑定安置

流程辦理後安置。  

3.家長於臺中市就業至少滿一年(須檢附工作證明)。 

4.設籍其他縣市須由縣市政府轉介，並領有各縣市鑑輔會核發有效期限內之教育

鑑定證明，經本市鑑輔會審核後予以安置  (以設籍縣市未有啟聰學校或啟明學

校者為優先)。 

(三)暫緩入學，經鑑輔會核定暫緩入學學生，如欲就讀公立幼兒園，得依公立幼兒

園招生作業後缺額登記。  

玖、鑑定安置結果變更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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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家長不同意鑑定結果，可由戶籍所屬學區國小協助提出「鑑定申復」申請，

應檢附鑑定申復申請表、原送件資料(含鑑定安置結果學校存查聯)、及新事證

方予受理，於鑑定結果核定後 30 天內提出申請。 

二、如不同意暫緩入學審查結果，由戶籍所屬學區國小協助提出「暫緩入學再審

查」，應檢附暫緩入學再審查申請表、原送件資料(含鑑定安置結果學校存查

聯)、及新事證方予受理，於鑑定結果核定後 30 天內提出申請。 

三、如家長不同意安置結果，可由戶籍所屬學區國小協助提出「安置協調」申請。 

拾、注意事項 

一、參與本項工作相關學校人員，於實際工作期間核予公(差)假登記。 

二、辦理評估工作時，學區國小應派員協助了解個案狀況，說明學校相關特殊教育服務

與資源，並提供就學輔導相關建議事項。 

三、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確認個案之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不同意個案接受評估

時，依據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親簽之「特殊教育學生入國小評估家長報名表

」，本市將僅提供個案相關特殊教育服務措施至學前教育階段畢業為止。 

拾壹、經費：由本局年度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拾貳、考核：協助辦理本項鑑定安置工作之相關人員，圓滿達成任務者，本局依相關規定辦

理獎勵。 

拾參、本實施計畫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之。 

拾肆、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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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本表請相關單位承辦人員協助家長填寫。 
2.請於將本報名表正本（免備文）寄（送）達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收（臺中市
東區樂業路 60 號）。 

【臺中市 107 學年度特殊教育學生入國小評估家長報名表】 

特
殊
幼
兒
個
案
基
本
資
料 

學生姓名  
出生
日 

 年  月  日 
身份證
字號 

 □男□女 

戶籍地址 (鄰里必填) 聯絡市話  

現居地址 
□同上 
(鄰里必填) 

聯絡市話  

家 
長 

父  
教育 
程度 

 
職
業

 
手機號碼 

 

母     

其他監護人  關係   手機號碼  

目前
服務
狀況 

□未就學                
□     區      幼兒園  
□其他： 

幼兒園教師姓名  電話： 

□未曾申請特教身分 
□已取得特教身分 

特教巡迴教師姓名 
(無則免填) 

  

社區資源中心社工 □ 無  □有：第___區_______社工 電話： 

學區學校       市     區      國小  

欲就讀學校 

□學區學校 

□     區      國小 

□其他：_________ 

□尚未決定 

欲申請特教

服務模式 

□普通班                 □暫緩入學 
□普通班(接受資源班協助) 
□集中式特教班 
□其他：_________ 
□尚未決定 

證明文件 
(請至少具備一

項， 
於評估會議時繳

交)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 無  □有 □申請中  

 

 

診斷證明  □ 無  □有 □申請中  

心理衡鑑報告 □ 無  □有 □申請中  

重大傷病卡(審核通知書)  □ 無  □有 □申請中  

兒童發展聯合評估報告書 □ 無  □有 □申請中  

本人已充分瞭解接受入國小鑑定安置評估之目的及相關權利義務。茲 

□同  意 接受「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因鑑定安置需要

，而進行之各項教育評估工作。經鑑輔會審議後，如確有特殊學習輔導與協助需求

，亦同意敝子弟安置適當班級就讀，並接受相關特殊教育服務。 

□不同意 接受「鑑輔會」進行之各項教育評估工作，敝子弟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身分至幼

兒園畢業時結束。 

□監護人 
□法定代理人 簽名：                   關係：       日期：    年    月    日 

□同意調閱社會局身心障礙鑑定報告。（建議勾選此項） 
□不同意調閱，由本人自行申請並提供所需佐證資料(請務必檢
附社會局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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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階段特殊教育轉銜國小作業流程圖(幼
兒園版) (106.6 修訂) 

  

 
 
 
 
 
 
 
 
 
 
 
 
 
 
 
 
 
 
 
 
 
 
 
 
 
 
 

通過 

暫緩入學 

幼兒園異動(畢業後) 

*國小接收 
於確認報到後方可接收；若

報到與接收名單不符請進行

幼兒園進行轉銜 

國小協助申請各項

相關服務（6 月）

公告鑑定安置結果（3 月底） 

入國小轉銜說明會（10

心理評估人員到園進行評估 

評估人員送件（12~1 月） 

鑑定安置審查會議（3 月中） 

回覆入國小評估家長報名表 
（11 月）

非特教生 再觀察 

疑似生 

確認個案 

請資訊組協助

刪除轉銜表 

由園所自行接

收 

*免填轉銜表 

*園所自行接收 
(轉銜表及個案資料

接收後即自行消失) 

 

*填寫轉銜表 
安置單位請填未來

安置學校 

(新鑑定個案免填

轉銜表) 

幼兒園進行轉銜 
1.視狀況召開會議或進行資料轉銜， 

2.相關資料仍可納入轉銜計畫成果中。 

轉銜表 
1.請幼兒園收到入
國小鑑定結果後， 
再產生＂確認個
案＂的轉銜表 
2.請於 8月 1日前
完成 

轉外縣市 
1.不給鑑定結果 
2.請將通報網資料轉
銜至下一單位 

幼兒園進行追蹤(9-3 月) 
畢業六個月內持續追蹤個案適應狀況，必要時召開個案輔導會

議

訂定個別化轉銜計畫（9~10 月） 

*轉銜表請勿產

生(若已產生，請

填寫完畢，安置單

位請填園所) 

*園所自行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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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入國小鑑定安置 
工作流程圖(家長版) 

 

 

 

 

 

 

 

 

 

 

 

 

 

 

 

 

 

 

 

 

 

 

 

 

 

 

 

 

 

  

 

家長預備事項： 
一、初步確定安置意願 
二、準備檢具資料：  
1.戶口名簿影本。 
2.有效期限內相關醫療佐證： 
   至少檢附一項。  

(1)身心障礙證明(手冊)：107.3.30

後(含)仍有效者。 

(2)有效期限內之重大傷病卡或審核

通知書，且因重大傷病致影響學

習者。 

(3)區域級規模以上醫院兒童發展相

關科別所開具之聯合評估中心綜

合報告書、診斷證明或心理衡鑑

報告：開立日期為 106.3.30 後

(含當日)始為有效。聯合評估中

心綜合報告書:預定追蹤日期以

107 年 3 月 30 日(含當日)後始為

有效。 

※現有資料儘量檢附，以利完整了解

個案狀況，提供適切安置及建議。 

通過 

暫緩入學 

升小一 

幼兒園召開轉銜會議(5 月底) 

(家長、園所教師、國小輔導室等) 

國小協助申請各項相關服務(6 月) 

公告鑑定安置結果(3 月底) 
學區學校轉知家長鑑定安置結果 

跨階段轉銜 

【學前大班升小一】 

屆齡轉銜說明會 
(10 月) 

心評人員進行評估 

(106/12~107/01) 
安排心評人員評估個案能力與教育需求，確認家長安置

期望，相關資料悉交心評人員一併攜回。 

家長回覆屆齡評估報名表 
(106/11/1~106/11/30) 

鑑定安置審查會議(3 月中) 

入學適應準備(6 月底至 8 月底) 

進行環境熟悉、作息調整、生活自理訓練等入學準備 

就學輔導(9 月初) 
召開 IEP 會議，追蹤觀察適應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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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類特殊教育安置班型 

◎公私立國小 

班型 安置對象 服務型態 安置原則及注意事項 

普通班

(接受特

教服務) 

各類別特殊

需求學生 

全時參與普通班學習，由普通班

教師設計個別化教育計畫，特教

教師提供間接諮詢服務。 

1.僅有輔具需求、專業

團隊介入需求。 

2.學區學校未設有特殊

教育班級。 

不分類

資源班 

各類別特殊

需求學生 

平時參與普通班學習為主，部分時

間到資源班上課，依照學生需求，

以抽離(原科上課時間)或外加(非原

科上課時間)方式進行小組或小團

體的課程。特教教師依據學生個別

差異，設計個別化教育計劃及安排

適性課程，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適

應能力。 

1.不用再勾選普通班（本

來就是）。 

2.若學區學校設有不分

類巡迴輔導班或長期穩

定接受不分類巡迴輔導

班駐點，則等同不分類資

源班。 

不分類

巡迴輔

導班 

支援尚未設

置資源班或

資源班師生

比過高者 

平時參與普通班學習為主，由不分

類巡迴輔導教師到校輔導，服務型

態與資源班相似。 

視 障 資

源班 

視覺障礙或

含視覺障礙之

多重障礙或腦

性麻痺學生 

平時參與普通班學習為主，由視障

資源班教師在校輔導，針對視覺障

礙設計課程。 

僅北區中華國小設立，

符合視障資格即可安置

。 

集中式

特教班

(智) 

中度以上智

能障礙或自

閉症，或含前

述障礙之特

殊教育學生 

每班設置導師兩位，集中成班上課

，依學生能力安排普通班融合課程

。 

智能障礙為中度以上，

自閉症、多障需併有智

障且有口語及生活自理

問題，資源班無法滿足

特教需求才考慮安置。 

在家教

育巡迴

在家教育學

生 

學籍設於學區學校，由在家教育巡

迴輔導教師到家中/機構輔導。 

1.因治療、易被感染等因

素，以致到校就讀將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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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型 安置對象 服務型態 安置原則及注意事項 

輔導班 損及健康或危及生命者。

2.因生理機能嚴重障礙

，雖經相關服務與協助(

如輔具、交通服務、助理

人員等)介入後就學仍有

困難者。(思考：服務時

數問題) 

床 邊 教

學 巡 迴

輔導班 

住院學生 

向設班醫院提出申請，床邊教學巡

迴輔導教師在醫院輔導，針對學生

個別需求設計課程。 

 

聽 語 障

巡 迴 輔

導班 

特殊教育類

別含聽覺障

礙、語言障

礙之學生 

由安置學校提出申請，聽語障巡迴

輔導教師到校輔導，針對聽語障礙

設計課程。 

1.鑑定安置結果中僅會

寫「建議申請」，需由

安置學校另行按期程提

出申請。 

2.可以和資源班重複申

請，原則上僅提供專業

服務，不提供補救教學

服務，若安置學校未設

有特殊教育班再另行討

論。 

視 障 巡

迴 輔 導

班 

特殊教育類

別含視覺障

礙之學生 

由安置學校提出申請，視障巡迴輔

導教師到校輔導，針對視覺障礙設

計課程。 

情 緒 與

行 為 障

礙 巡 迴

輔導班 

1.具嚴重情

緒及行為

問題且經

學校長期(

一學期以

上)輔導介

入無顯著

成效者。 

2.教育局轉

介之緊急

個案。 

3.鑑輔會轉

介之個案

。 

1.由安置學校提出申請，情緒與行

為障礙巡迴輔導教師到校入班觀

察及訪談，評估開案需求，提供

諮詢。 

2.申請學校之特教教師、普教教

師、教育行政人員等需偕同評估

學生能力及其情緒行為問題，進

行行為功能分析，設計介入處理

策略，協助執行介入處理策略。

3.申請學校之教育行政人員需溝通

協調並整合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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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立特殊學校國小部 

106 學年度國立特殊教育學校各該學年度國民教育暨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分發安

置簡章辦理。 

班型 安置對象 設班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智) 
智能障礙重度及以智能障礙為主之多重

障礙學童為優先。(含中重度自閉症) 
臺中啟聰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聽) 
聽覺障礙重度及以聽覺障礙為主之多重

障礙學童為優先。 
臺中啟聰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視) 
視覺障礙重度及以視覺障礙為主之多重

障礙學童為優先。 
臺中啟明學校 

◎私立特殊學校國小部 

班型 安置對象 設班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視) 

依該校招生簡章招生。 

視覺障礙重度及以視覺障礙為主之多重

障礙學童為優先。 

惠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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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階段轉銜國小教育階段之入學準備 

項目 說明 

環境調整 

 確定安置學校前：事先走訪瞭解學校的無障礙環境及相關設施。 

 安排學習空間：在家中安排安靜單純不易分心的學習地點，並和孩

子一起布置規劃學習空間。 

 熟悉學校環境：利用暑假或放假時間帶孩子熟悉學校環境，了解學

校廁所、保健室、警衛室、遊樂設施等重要地點。 

 危機處理訓練：帶孩子實際走一遍上學及放學路線，並討論可以尋

求支援的地點。 

作息調整 

 調整睡眠習慣：國小為7:30-7:50上學，逐步調整「早睡、早起、吃

早餐」作息。 

 調整生活作息：利用暑假適應國小生活節奏，如12:00午餐、無點心

、上課40分鐘才下課。 

生活自理訓練 

 練習簡單生活自理：如獨自吃飯、吃飯速度、收拾餐具、用抹布整

理餐桌、丟垃圾、整理物品及書包、穿脫衣服、紮衣服等。 

 提供如廁經驗：提供使用蹲式馬桶的經驗，練習自己擦屁股，家長

可先適時協助，逐步減少幫助。 

 共同準備基本的文具及服裝，並貼上孩子的姓名，以便逐步建立物

權概念，並可進一步訓練孩子整理物品的能力。 

 練習規劃時間：依照孩子能力程度的不同，選擇以照片、圖卡、符

號或文字等方式列出時間作息表，並從時間短開始練習安排。 

心理建設 

 與孩子共讀有關適應新環境的繪本。 

 鼓勵孩子表達有關「長大」、「讀國小」的想法，學習「求助」。 

 正向加強孩子好的行為、忽略不適當行為、給予正確行為的指令。

親師合作 

 轉銜會議：討論特教需求、課後安親、相關資源申請、後續治療課

程調整等事項。 

 開學前：與導師及特教教師溝通孩子學習特質與需求，讓老師了解

孩子學習能力狀況，並建立親師合作關係。 

 開學後：參與IEP會議，討論學年學習計畫，配合學校教學活動，仔

細觀察孩子適應狀況，與導師及特教老師建立多元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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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轉銜國小之 Q&A 

問題 回答 

我的小孩通過身心障

礙鑑定，可不可以跨

學區就讀？ 

特殊生並非沒有學區限制，要遵守「就近安置」之原則。 

意指若學區學校無適當安置班型，則可透過鑑輔會就近到有適

當班級的學校。 

如果因為特殊原因希

望跨學區就讀，該怎

麼辦？ 

請在「學前屆齡特殊兒童轉介表」中將跨區原因敘寫清楚。 

例如：居住地與戶籍不同，並檢附小朋友實際居住地(含鄰里)

的居住資料。 

學區學校沒有設資源

班，還有甚麼資源可

以幫助孩子？ 

可確認該校是否有不分類巡迴輔導教師駐點，若無學校可申請

特教方案。 

入學後資源班可以提

供那些支援？可否幫

我的小孩安排個別

課？ 

資源班會依據學生需求安排外加課程或抽離課程，並安排大概

2-6 個小朋友的小團體課程，期初將召開 IEP 會議，共同討論

適切的介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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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一○六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申請暫緩入學教育計畫 

申請單位：(學前未就學者免填本欄位)  學生姓名：________  學區國小：      區      國小 

填寫日期：____年____月____日 

計畫內容： 

項目 
未來一年 

學習目標 
學習輔導內容 執行方式 執行人員 執行地點

認知能力 

(記憶、理解、推

理、注意力等) 

      

溝通能力 

(語言理解、表 

達、語言發展等) 

     

動作能力 

(行動、粗大精細

動作、協調平衡

等) 

     

學業能力      

生活自理能力      

人際關係及 

情緒控制 

     

特殊行為      

其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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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申請暫緩入學教育計畫 
一、基本資料──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目前就學：          市/縣              (單位名稱)□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 □特殊班）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               
 

二、未來一年擬就讀園所或機構：                   

三、兒童能力說明及學習目標 

項 目 能力現況描述 預定學習目標 

認知能力 
(記憶、理解、推
理、注意力等) 

  

溝通能力 
(語言理解、表 
達、語言發展等) 

  

動作能力 
(行動、粗大精細
動作、協調平衡) 

  

學業能力 

  

生活自理能力 

  

人際關係及 

情緒控制 

  

特殊行為 

  

其他需求 

  

四、教育計畫 

教育內容 地點 時間 負責訓練者 

範例： 

語言訓練 ○○醫院 
每週二 
下午 1 小時 治療師張○○ 

生活教育 ○○幼兒園 
週一至週五 
08：00 到 16：00 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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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參與人員簽名──  

職稱或稱謂 姓名 職稱或稱謂 姓名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本表單如不敷使用得自行增加欄位及頁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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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申請106學年暫緩入學
國小一年級說明會

台中市特教資源中心

中區鑑定組

申請方式

申請時間：同入國小鑑定安置
申請方式：同入國小鑑定安置
繳交資料：同入國小鑑定安置，另加暫緩入學輔導計畫
審查期程：同入國小鑑定安置
申請暫緩入學，一定會邀請您帶孩子來與鑑輔委員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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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緩入學教育計畫之目的與撰寫建議(P16)

 一、欲辦理暫緩入學者，應檢具適齡學童申請暫緩入學輔導計畫
（正本），請簡要敘明下列各項要件：

1.摘要敘述個案之身心障礙狀況。
2.個案無法適齡入學所欠缺之能力或發展遲緩現況。
3.針對個案所欠缺之能力或發展遲緩現況，家長於未來一年當中，所
規劃之教育活動與其教育目標。
 二、暫緩入學輔導計畫無固定格式，能呈現您為貴子弟在暫緩入
學這一年所設計的輔導方案即可。以下提供兩種範例，可自行設
計/調整。

 格式無任何限制，您可自行設計格式
格式範例A、格式範例B

法源依據(P38)

強迫入學條例
第12條 適齡國民因殘障、疾病、發育不良、性格或行為異常，達到不能入

學之程度，經公立醫療機構證明者，得核定暫緩入學。

第13條 身心障礙之適齡國民，應經直轄市及縣 (市)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後，安置入學實施特殊教
育。但經鑑定確有暫緩入學之必要者，得予核定暫緩入學，最長
以一年為限，並應副知鄉(鎮、市、區) 強迫入學委員會。

前項暫緩入學之核定基準、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直轄
市、縣 (市)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
實施辦法

第 4 條 身心障礙適齡兒童得依強迫入學條例規定，由其法定代理人代為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暫緩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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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緩入學核定原則

三要項皆須符合

檢附完整暫緩入學教育計畫

符合特殊教育資格(確認生)

經鑑輔會審議通過

想一想

想申請的原因?
因為生病，無法到校學習……
因為生病，希望等孩子身體穩定後再入學……
能力還沒準備好，希望準備更好再入學…...
孩子的口語表達發展比較差容易被霸凌，希望
可以提升口語能力以後再入學……

79



暫緩入學國小一年級與就讀國小一年級差
異比較1
比較項目 暫緩入學

就讀國小一年級
建議家長考量事項普通班

（不分類資源班）
集中式特教班

就讀
學校

1.就讀公私立幼兒園。
2.就讀社會福利機構。
註:通過暫緩入學國小一年級不保
證能就讀公立幼兒園或原學校，
建議家長先尋找適當的私立幼兒
園，以免公立幼兒園無名額。
(公立要另提申請,要有備案)

依戶籍就讀
學區國小

依就近入學原則
安置設有集中式
特教班國小，如
有需要會安排交
通車接送。

●私立幼兒園
接納情形
●私立幼兒園
學費與國
小、公立幼
兒園差異教保人員2位，學生以30

人為限。

導師1位，學
生以29人為
限。

導師2位，學生
以10人為限。

教學活動較難有結構性 部分結構化 結構化教學

暫緩入學國小一年級與就讀國小一年級差
異比較2

比較項目 暫緩入學
就讀國小一年級

建議家長考量事項普通班
（不分類資源班）

集中式特教班

教育
服務

1. 幼兒園老師主導
2. 學前巡迴輔導教師，每
1-2週大約1-2小時

有些學科（如國語、
數學）會到資源班由
特教老師進行小組教
學，節數會依學生狀
況而定，1-8節不
等。
特教老師大部分為駐
校服務。

絕大部分時間在集
中式特教班，由特
教老師進行教學。

●學習環境變
化，學生適
應能力
●班級型態與
課程結構差
異
●特教的學習
節數不同
●課餘時間的
活動安排

1. 上整天課
1.在學校時間和一年級學生一樣，每週有
1個全天，其餘上半天課。
2.部分學校下午有課後輔導，集中式特教
班有課後照顧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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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緩入學國小一年級與就讀國小一年級差
異比較3

比較項目 暫緩入學
就讀國小一年級

建議家長考量事項普通班
（不分類資源班）

集中式特教班

專業
治療

學校環境：
由學校依學生需要向教育
局申請職能、物理、語
言、心理治療。每學期最
多6小時。

學校環境：
由學校依學生需要向教育局申
請職能、物理、語言、心理治
療。每學期最多6小時。

●專業時數多
寡
●治療費用
●執行專業治
療的建議校外環境：

可至醫療院所安排療育課
程。

校外環境：
部分醫療院所安排療育課程。

暫緩入學國小一年級與就讀國小一年級差
異比較4

比較項目 暫緩入學
就讀國小一年級

建議家長考量事項普通班
（不分類資源班）

集中式特教班

交通
服務

家長需自行接送

學生實際無上下學能力時，提供以下
兩種交通服務方式：
1. 交通費補助，家長自行處理。
2. 特教班可協調交通車接送上下學

●照顧者須配合
接送時間

教育
經費

五歲免學費
家長仍須負擔月費

學雜費(公立學校無)
代收費(學生平安保險、家長會費)
代辦費(書籍費、午餐費…等)

●經濟負擔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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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哪一種方式可以獲得的資源比較多?
生病無法到校，申請在家教育巡迴輔導是否更適
合孩子的需求？

幼兒園所提供的語言刺激環境是否是孩子需要的
呢?

霸凌問題透過緩讀是否能夠解決?
孩子會不會因為他/她的朋友升上國小…而感到困
惑…？

當孩子進入少年、青少年後…會不會感到疑惑？

再次想一想

申請緩讀的目的，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達
成？

暫緩入學和直接入學可以獲得的資源，那一
種對孩子比較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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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暫緩後的注意事項

 請保留鑑定安置結果家長收執聯做為通過暫緩入學國小一年
級之證明。
請給未來入學學校副本，並保存10年。

 欲就讀公幼者，請留意公幼申請時間與應具備的資料。
申請時間為3/1-3/15。

 請主動向學區國小回報學生就讀幼兒園所與聯繫方式。

 如要放棄暫緩入學，可直接到學區國小辦理入學，並回報特
教科/特教資源中心。

 明年12月要記得再次向學區國小或就讀幼兒園提出入國小鑑
定安置的申請。

參考資料

 台北市西區特教資源中心(2016)。入小轉銜秘笈。

 新北市特教資源中心

 胡永崇(2011)。從家長教育選擇權的觀點談障礙兒童暫緩入學與延長修業年限。

 陳思穎(2008)。臺北市學前教師對特教幼兒暫緩入學現行措施之看法。

 黃巧茹(2010)。暫緩入學歷程家長經驗之研究。

 謝聖仁(2013)。影響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委員審核適齡特殊教育學生
申請暫緩入學之主觀要素分析。

 http://vivianchu0102.pixnet.net/blog/post/245096615-
%E6%9A%AB%E7%B7%A9%E5%85%A5%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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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暫緩入學追蹤評估紀錄表 (106.07 草案) 

學 生 姓 名  
鑑輔會核准 
暫緩入學文號

 年 月 日 
中市特字第     號

目前安置單位  安置班型  

填寫人  職稱  

聯絡電話 

（含分機）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學校相關福利及

服務 

□物理治療  □職能治療  □語言治療 □心理治療 

□特教助理(□全時 或 □每週    時) 

□不分類巡迴輔導服務(____週____節) 

□教育補助費： 

目前醫療/療育

狀況 
 

生活自理能力  

認知能力(記憶、

理解、推理、注意

力等) 

 

溝通能力(語言

理解、表達、語言

發展等) 

 

社會情緒與人際

適應 
 

動作能力  

其他  

說明： 

一、本表請於（核定暫緩入學後）11 月、隔年 3 月由安置學校教師填寫。 
二、本表填寫後，請於 11 月底、3月底前彙整後逕送本市教育局特教科。 

 

     

 

84



強迫入學條例（摘錄部份條文） 

民國 33 年 7 月 18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16 條；刊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 693 號 

民國 34 年 2 月 17 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第 3、4、5 及 8 條條文；刊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 755 號 

民國 71 年 5 月 12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全文 17 條；並自公布日施行；刊國民政府第 3980 號 

民國 92 年 1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005470 號令修正公布第 6、9、13 條條文；刪除第 10 條

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6644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4、9 條條文；並增訂

第 8-1 條條文 

第十二條 適齡國民因殘障、疾病、發育不良、性格或行為異常，達到不能入學之程度，

經公立醫療機構證明者，得核定暫緩入學。但健康恢復後仍應入學。適齡國

民經公立醫療機構鑑定證明，確屬重度智能不足者，得免強迫入學。 

第十三條 身心障礙之適齡國民，應經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後，安置入學實施特殊教育。但經鑑定確有暫緩

入學之必要者，得予核定暫緩入學，最長以一年為限，並應副知鄉(鎮、市、

區)強迫入學委員會。 

前項暫緩入學之核定基準、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強迫入學條例施行細則（摘錄部份條文） 

民國 73 年 5 月 7 日教育部(73)台參字第 17153 號令訂定發布 

民國 78 年 7 月 19 日教育部(78)台參字第 35119 號令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 

民國 93 年 7 月 23 日教育部台參字第 0930097532A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12 條；並自發布日施行 

第 九 條 適齡國民依本條例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定經核定暫緩入學或因其他原因

未能適時入學，於其原因消滅申請入學時，未滿十五歲者，得由學校以甄

試方式編入或經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委員會鑑定安置於適當年級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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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函 

教育部 89 年 6 月 7 日台(89)特教字第 89063113 號函發文 

主旨：為因應各縣市實務執行之困難，有關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暫緩入學申請案

之處理，請各縣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依權責鑑定後，核准其暫

緩入學，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部八十九年五月二十三日會議決議辦理。 

二、本部八十九年四月十四日台（89）特教字第 89044014 號函規定，身心障礙學生

暫緩入學申請案之處理「經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確實認定

即使提供在家教育巡迴輔導，亦無法實施特殊教育者，方可核准其暫緩入學。」

一節，同意修正取消其中「確實認定即使提供在家教育巡迴輔導，亦無法實施特

殊教育者」之規定。惟應請各縣市政府本特殊教育法「零拒絕」及提供適性教育

之立法意旨，確實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特教服務，並加強宣導，使身心障礙學生家

長能瞭解學校提供之協助，以減少「暫緩入學」之申請，俾達限縮「暫緩入學」

裁量權之行使，方合特殊教育法保障學生受教權之目的。 

三、各縣市使用本部「執行強迫入學條例作業手冊」之「附表三之一」或「附表三之

二」之前置作業，由縣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時，可參考本

部設計之專用表（如附），或依各縣市之特殊需求，自行設計使用。 

 

教育部書函 
教育部 92 年 2 月 12 日台特教字第 0920020064 號函 

主旨：依據修正強迫入學條例第十三條規定，身心障礙適齡國民，經直轄市及縣(市)主

管教育行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確有暫緩入學之必要

者，得予核定暫緩入學，最長以一年為限，請查照。 

說明： 

檢附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一月十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九二○○○○五四七○

號令修正公佈強迫入學條例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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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暫緩入學實施辦法 
民國 101 年 7 月 2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10109006 號令訂定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強迫入學條例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指設籍臺中市符合強迫入學條例第七條第一

項，並經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依身心障礙

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標準鑑定為身心障礙者。 

第四條 身心障礙適齡國民得向教育局申請暫緩入學，其暫緩入學期間，以一學年度為

限。 

第五條 身心障礙適齡國民之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得填具申請表並檢附下列書件向立

案公私立幼稚園、托兒所、社會福利機構(以下簡稱幼托園所機構)或戶籍所屬

學區學校提出暫緩入學： 

一、戶口名簿影本。 

二、暫緩入學輔導計畫。 

三、下列身心障礙證明資料影本之一： 

(一)身心障礙手冊。 

(二)重大傷病卡或重大傷病審核通知書。 

(三)兒童發展聯合評估中心評估報告或區域級以上醫療院所診斷證明。 

第六條 前條幼托園所機構或學校受理申請後，應於七日內彙齊申請人各項資料送鑑輔

會辦理鑑定；鑑輔會鑑定時，得邀請身心障礙適齡國民及其法定代理人或監護

人、就讀幼托園所機構代表、相關人士列席陳述意見。 

鑑輔會於每年五月底前完成鑑定，教育局應將鑑定結果通知學區學校，並副知

該區強迫入學委員會。 

第七條 經鑑輔會鑑定確有暫緩入學之必要者，教育局得予核定暫緩入學，由學區學校

列冊追蹤，並於下學年度入學時主動通知學生辦理入學。 

第八條 經教育局核定暫緩入學者，其暫緩入學期間之補助及獎助，均以一學年為限。 

第九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教育局另定之。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修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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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療證明文件說明及取得方式 (106.7修訂 ) 

項目  地點  備註  

身心障礙證明  1.戶籍所在地區公

所社會課  

2.身心障礙鑑定工

作指定醫院  

3.各發展遲緩聯合

評估中心  

1.可先查詢負責該項診斷鑑定之醫師姓名、門

診時間，並請先行預約診斷鑑定時間，以免徒

勞往返奔波。  

2.完成鑑定評估程序後，可先取得聯合評估報

告或心理衡鑑報告，並授權教育局查詢身心障

礙證明鑑定結果，以利儘速確認本次鑑定結果

，無需等待手冊核發。  

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section/in

dex-1.asp?Parser=99,16,257,,,,3561,566,,,,8

,,4 

重大傷病卡   1.檢附重大傷病卡審核通知書影本。  

2.可至健保局辦事處重新列印，或洽台中市健

保分區業務組 (04)2258-3988轉6733 

發展遲緩聯合

評估中心評估

報告  

各發展遲緩聯合評

估中心  

1.發展遲緩聯合評估中心評估報告有效期限以

預定複評日期為準。  

2.評估報告內容若加註『  疑似…  』、『  臨界…

 』、『  邊緣 (性 )…  』等字眼時，不予採認個

案具有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之事實。  

診斷證明  

心理衡鑑報告  

區域級規模以上醫

療院所兒童發展相

關科別  

1.診斷證明之有效期限為一年。  

2.「兒童發展相關科別」：係包括小兒神經科、

小兒（兒童）心智科、小兒身心科、復健

科或精神科。  

3.請領醫院診斷證明書時，應註明下列事項：

（1）明確標註兒童之身心障礙狀況，例如障礙

類別與等級、疾病名稱或詳細障礙狀況。

（2）建議載明測驗量表名稱及其施測結果  

（3）診斷結果若加註『  疑似…  』、『  臨界…  

』、『  邊緣 (性 )…  』等字眼時，不予採認個案

具有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之事實。  

 ※小叮嚀：有什麼附什麼，檢附越完整，越可給予適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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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臺中市兒童發展聯合評估醫院名冊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更新日期：106.07 

編號 醫院名稱 評估科別 地址 連絡電話 

1 臺中榮民總醫院 

1.兒童發展評估特診 

2.兒童神經科 

3.兒童心智科（精神科）

4.復健科 

西屯區臺灣

大道四段

1650 號 

(04)23592525

轉 5936 

2 光田綜合醫院 
1.兒童發展門診 

2.復健科 

沙鹿區沙田

路 117 號 

(04)26625111

轉 2624 

3 童綜合醫院 

1.兒童發展聯合門診 

2.兒童神經科 

3.兒童心智科 

4.復健科 

沙鹿區成功

西街 8 號 
(04)26626161

4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

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1.發展遲緩評估門診 

2.小兒神經科 

3.復健科 

4.身心醫學科  

潭子區豐興

路一段 66

號、88 號 

(04)36060666

轉 4136 

 

編號 醫院名稱 評估科別 地址 連絡電話 

1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 

1.兒童發展特別門診 

2.兒童復健科 

3.兒童心智科 

北區育德路 2

號 

(04)22052121

轉 2289 

2 
衛生福利部臺中醫

院 

1.兒童發展評估門診 

2.復健科  

3.兒童青少年特別門診

西區三民路一

段 199 號 

(04)22294411

轉 6362 

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 

1.兒童發展評估門診 

2.小兒神經科 

3.兒童心智科 

4.復健科 

南區建國北路

一段 110 號 

(04)24739595

轉 34306 

89



 

臺中市身心障礙鑑定醫院名冊 
資料更新日期：106.07 

編
號 

等
級 

鑑定醫療機構 地    址 電    話 
鑑定類別備註

1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北區育德路 2 號 (04)22052121
＃4161 各類皆提供 

2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臺中榮民總醫院 
西屯臺灣大道 4 段 1650 號 (04)23592525 各類皆提供 

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南區建國北路 1 段 110 號 (04)24739595 各類皆提供 

4 

區

域

醫

院 

澄清綜合醫院 中區平等街 139 號  (04)24632000 各類皆提供 

5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西屯敬德街 8-1 號 (04)24632000 各類皆提供 

6 衛生福利部臺中醫院 西區三民路 1 段 199 號 (04)22294411 各類皆提供 

7 林新醫療社團法人林新醫院 南屯區惠中路 3 段 36 號 (04)22586688
＃1813 各類皆提供 

8 衛生福利部豐原醫院 豐原區安康路 100 號 (04)25271180 各類皆提供 

9 國軍台中總醫院 太平區中山路 2 段 348 號 (04)23934191 各類皆提供 

10 
仁愛醫療財團法人大里仁愛

醫院 
大里區東榮路 483 號 (04)24819900 各類皆提供 

11 
李綜合醫療社團法人大甲李

綜合醫院 
大甲區八德街 2 號 (04)26862288 視覺障礙未提供

12 
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

醫院 
沙鹿區大同街 5-2 號 (04)26625111 各類皆提供 

13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

醫院 
梧棲區中棲路 1 段 699 號 (04)26581919 各類皆提供 

14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臺中

慈濟醫院 
潭子區豐興路 1 段 66 號 (04)25363316 

顏面損傷未提供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霧峰區福新路 222 號 (04)37061668 
各類皆提供 

* 

15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

分院 
南區復興路 2 段 11 號 (04)22621652 

語障、肢障、智

障、多重、重要

器官失去功能、

植物人、自閉

症、慢性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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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等
級 

鑑定醫療機構 地    址 電    話 
鑑定類別備註

16 

地

區

醫

院 

】

僅

受

理

可

開

立

身

障

證

明

之

科

別 

【  

註 

 

財團法人台灣省私立台中仁

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 
西區南屯路 1 段 158 號 (04)23711129

＃1103 

失智症、智能障

礙、慢性精神病

患者 
 

 陽光精神科醫院 清水區東山路 68-1 號 (04)26202949 

 宏恩醫院龍安分院 南區德富路 145 巷 2 號 (04)37017188 

 清海醫院 石岡區石岡街下坑巷 41-2 號 (04)25721694 

 清濱醫院 清水區港埠路 4 段 195 號 (04)26283995 

 賢德醫院 台中市太平區宜昌路 420 號 (04)22732551 

 新菩提醫院 大里區中興路 2 段 621 號 (04)24829966 

 美德醫院 大甲區幸福里長安路 20 號 (04)23693568 

 
維新醫療社團法人台中維新

醫院 
北區育德路 185 號 (04)22038585 

17 澄清復健醫院 北屯區太原路 3 段 1142 號 (04)22393855 肢體障礙 

18 
仁愛醫療財團法人臺中仁愛

醫院 
中區柳川東路 3 段 36 號 (04)22255450 

語言、肢體、智

能、重要器官失

去功能、顏面損

傷、植物人、失

智症、自閉症、

慢性精神病患

者、癲癇 

20 清泉醫院   
肢體、重要器官

失去功能、 

註：部分地區醫院指定科別可開立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詳細科別請查閱「衛生福利部身

心障礙類別、向度之鑑定醫院名冊」。 

資料來源：各縣市身心障礙類別、向度之鑑定醫院名冊 106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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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情障鑑定參考醫療院所(106.07) 

縣市 醫療院所 地址 聯絡電話 門診掛號專線 科目 醫師 

苗栗縣 苗栗頭份為恭
紀念醫院 

苗栗縣頭份鎮信義

路 128 號 037-676811 人工掛號

037-676818 
兒少心理

門診 林博* 吳四維* 

臺中市 

臺中榮民總醫
院 

臺中市臺灣大道 4
段 1650 號 04-23592525

語音掛號 
04-23592311
人工掛號 
04-23741313

兒童心智/
青少年保

健門診 

林志堅* 呂明憲* 

侯伯勳* 蔡佳叡* 

童綜合醫療社
團法人童綜合
醫院 

沙鹿院區 
台中市沙鹿區成功

西街 8 號 
04-26626161

人工掛號專線：

04-26581515 
語音掛號專線：

04-26582345

兒童青少

年精神科 楊惠娟* 黃尚堅 

行政院衛生署
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

1 段 199 號 04-22294411
人工掛號 
04-22294411
轉 2101 

兒童青少

年心智門

診 
蔡禮后* 林秀縵*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

路 1 段 110 號 04-24739595 語音掛號 
04-24750011 身心科 

郭純雅*  朱柏全 

張清棊 賴德仁 

廖尹鐸 李俊德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臺中市育德路 2 號 04-22052121

語音掛號 
04-22012060
人工掛號 
04-22056631

兒童青少

年特別門

診 

王明鈺* 許宗蔚* 

張倍禎*  

國軍總醫院(太
平院區)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

路 2 段 348 號 

太平院區：

04-23935741
或

04-23934191
轉 525282 

語音掛號：

04-23930670  
04-23930623

兒童及青

少年心智

健康門診 
林岱岳*  

臺中慈濟醫院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

路一段 88 號 04-3606-0666

語音掛號

04-25363316
人工掛號 
04-25363315

身心醫學

科 蕭亦伶*  

南投縣 

行政院衛生署
草屯療養院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

路 161 號 049-2550800 人工掛號

049-2569113
兒童青少

年精神科 

張介信* 王雅甄* 

蔡坤輝* 許維堅* 

吳孟寰*  

埔里基督教醫
院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

路 1 號 
049-2912151
轉 4157 

語音掛號：

(049)2919595  趙若梅*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
院 

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04-7238595 

語音掛號 
04-7285152 
人工掛號 
04-7225132 

精神科 
鄭琿* 江瑞豐* 

蔡佩蓉*  

鹿東分院:鹿港鎮

鹿東路 2 段 888 號 04-7789595   精神科 江瑞豐*  

行政院衛生署
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

路 2 段 80 號 
04-8298686 語音掛號 

04-8299399 
兒少 

心智科 王鴻松* 梁孫源* 

*為兒童青少年精神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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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早期療育相關單位 

一、通報中心－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單一窗口) 

服務時間：週二至週六 09：00-18：00。 

電話：04-22083688 

傳真：04-22083677 

地址：臺中市北區民權路 400 號 1 樓(英才婦幼館) 

二、臺中市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分區、就近提供服務) 

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服務區域 服務時間／電話 

第一區 
 (委託瑪利亞社會福利基金會辦理) 

西區、西屯
北區、中區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電話：2375-6218

第二區 
(委託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辦理) 

北屯、潭子
大雅 

週二至週六
08：30-17：30 
電話：2533-5276

第三區 
(委託瑪利亞社會福利基金會辦理) 

東區、南區
南屯、烏日
大肚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電話：2471-3535 

第四區 
(委託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辦理) 

太平、大里
霧峰 

週二至週六
08：30-17：30 
電話：24070195

第五區 
 (委託臺中市弘毓社會福利基金會辦理) 

豐原、后里 
東勢、新社 
和平、神岡 
石岡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電話：25249769 

第六區 
(委託臺中市弘毓社會福利基金會辦理) 

大甲、清水 
梧棲、沙鹿 
龍井、外埔 
大安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電話：2636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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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 修訂 

臺 中 市 兒 童 發 展 通 報 中 心 
                   通 報 單 

通報系統編號：                  通報日期：    年    月    日 

兒童姓名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性別 □男□女
身份證字號 

(必填)   

監 護 人   
與兒童關係 

 父母 
國籍 

父：□台灣□大陸□印尼□越南□其他：        

聯 絡 人      母：□台灣□大陸□印尼□越南□其他：        

電    話 （日）  
 
（夜） 

是否為原住民 □是       □否       

父母 
教育程度 

父：□不識字 □國小 □國中 □高中/高職 □專科/大學 □碩士(含)以上 

母：□不識字 □國小 □國中 □高中/高職 □專科/大學 □碩士(含)以上 

領有身心 
障礙手冊 

□有，身心障礙類別：        等級：        鑑定醫院：            鑑定日期：             
□申請中 
□無，但為：□疑似發展遲緩  □臨界發展遲緩  □明確為發展遲緩（診斷證明：           醫院） 

戶籍地址   重大傷病卡 □有   □ 無 

聯絡地址   疾病名稱  

幼兒在下列哪些方面出現問題，並請簡略填寫：(可複選) 
□語言表達或理解                            □粗動作發展                                

□細動作發展                                □社會及情緒發展                            

□認知發展                                  □生活自理能力                              

□視力問題                                  □聽力問題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疾病                                      

□高危險背景環境（如早產、低重兒、低社經家庭..等） □其他：                                    

幼兒在目前是否就學或接受治療： 

□就學(學校、幼稚園、托兒所或機構名稱：                 班別：              ) 

□就醫(醫院名稱：                      治療項目：                           ) 

□療育(機構名稱：                      療育項目：                           ) 

□未就醫亦未就學 

具體問題說明/特殊記載(請略說明)，如：低收入戶、申請補助送件通報……等 
 
 

家長接受服務意願(請略說明) 
 

通報單位          通報人  聯絡電話  

聯絡地址  

填寫說明為便於教育、社政及衛生單位規劃及提供零至六歲發展遲緩幼兒早期療育服務，請將疑似或確定為發展遲緩幼兒的
資料填入空格內及勾選適當的項目，幼兒資料僅供行政單位運用，絕對予以保密；填畢後，請再檢查一遍，確定每一項目均
已填妥。 
※本表請以郵寄或傳真方式至「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臺中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金會附設台中市

私立家扶發展學園辦理)，並請影印留存。地址：臺中市北區民權路 400 號  電話：（04）22083688 傳真：（04）22083677

通報結果（以下欄位由通報中心填寫） 
□不予受案，原因：                         
□受案，受案日期：      年      月      日 

通報回覆 
□已回覆，回覆日期：      年      月        □免回覆 

受案社工員 
(通報中心填寫) 

 
單位主管 

(通報中心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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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法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1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289381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51 條；並自公布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1244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14、23、24、30、33、45 條條

文；並增訂第 30-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4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8515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1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933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0、17、32 條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之國民，均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利，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培

養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力，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時，各該機關應配合辦理。 
 

第 3 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生理或心理之障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

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類如下：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六、腦性麻痺。 

七、身體病弱。 

八、情緒行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 

十、多重障礙。 

十一、自閉症。 

十二、發展遲緩。 

十三、其他障礙。 
 

第 4 條 本法所稱資賦優異，指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

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類如下： 

一、一般智能資賦優異。 

二、學術性向資賦優異。 

三、藝術才能資賦優異。 

四、創造能力資賦優異。 

五、領導能力資賦優異。 

六、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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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應設立特殊教育諮詢會。遴聘學者專家、教育行

政人員、學校行政人員、同級教師組織代表、家長代表、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以

下簡稱專業人員）、相關機關（構）及團體代表，參與諮詢、規劃及推動特殊教育相

關事宜。 

前項諮詢會成員中，教育行政人員及學校行政人員代表人數合計不得超過半數，單一

性別人數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一項參與諮詢、規劃、推動特殊教育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管

機關定之。 
 

第 6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遴聘學者專

家、教育行政人員、學校行政人員、同級教師組織代表、家長代表、專業人員、相關

機關（構）及團體代表，辦理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重新安置、輔導等事宜；其

實施方法、程序、期程、相關資源配置，與運作方式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

機關定之。 

前項鑑輔會成員中，教育行政人員及學校行政人員代表人數合計不得超過半數，單一

性別人數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各該主管機關辦理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召開會議時，應通知有關之學生家長

列席，該家長並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列席。 
 

第 7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執行特殊教育工作，應設專責單位。 

特殊教育學校及設有特殊教育班之各級學校，其承辦特殊教育業務人員及特殊教育學

校之主管人員，應進用具特殊教育相關專業者。 

前項具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指修習特殊教育學分三學分以上者。 
 

第 8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每年定期舉辦特殊教育學生狀況調查及教育安置需求人口通報，出版

統計年報，依據實際現況及需求，妥善分配相關資源，並規劃各項特殊教育措施。
 

第 9 條 各級政府應從寬編列特殊教育預算，在中央政府不得低於當年度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

四．五；在地方政府不得低於當年度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五。 

地方政府編列預算時，應優先辦理身心障礙教育。 

中央政府為均衡地方身心障礙教育之發展，應補助地方辦理身心障礙教育之人事及業

務經費；其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定之。 
 

   第 二 章 特殊教育之實施 

      第 一 節 通則 

第 10 條 特殊教育之實施，分下列四階段： 

一、學前教育階段：在醫院、家庭、幼兒園、社會福利機構、特殊教育學校幼兒部或

其他適當場所辦理。 

二、國民教育階段：在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特殊教育學校或其他適當場所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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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在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校或其他適當場所辦理。 

四、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階段：在專科以上學校或其他成人教育機構辦理。 

前項第一款學前教育階段及第二款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以就近入學為原則。

但國民教育階段學區學校無適當場所提供特殊教育者，得經主管機關安置於其他適當

特殊教育場所。 
 

第 11 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得設特殊教育班，其辦理方式如下： 

一、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二、分散式資源班。 

三、巡迴輔導班。 

前項特殊教育班之設置，應由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其班級之設施及人員設置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生，未依第一項規定安置於特殊教育班者，其所屬學校得

擬具特殊教育方案向各主管機關申請；其申請內容與程序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

管機關定之。 
 

第 12 條 為因應特殊教育學生之教育需求，其教育階段、年級安排、教育場所及實施方式，應

保持彈性。 

特殊教育學生得視實際狀況，調整其入學年齡及修業年限；其降低或提高入學年齡、

縮短或延長修業年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法律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第 13 條 各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由各主管機關辦理為原則，並得獎助民間辦理，對民間辦理

身心障礙教育者，應優先獎助。 

前項獎助對象、條件、方式、違反規定時之處理與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

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14 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為辦理特殊教育應設置專責單位，依實際需要遴聘及進

用特殊教育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教師助理員及特教學生助理人員。 

前項專責單位之設置與人員之遴聘、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 15 條 為提升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服務品質，各級主管機關應加強辦理特殊教育教師

及相關人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 
 

第 16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實施特殊教育，應依鑑定基準辦理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異學生之鑑

定。 

前項學生之鑑定基準、程序、期程、教育需求評估、重新評估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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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幼兒園及各級學校應主動或依申請發掘具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經監護人或法定代理

人同意者，依前條規定鑑定後予以安置，並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 

各主管機關應每年重新評估前項安置之適當性。 

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不同意進行鑑定安置程序時，幼兒園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通報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權益，必要時得要求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配合鑑定後安

置及特殊教育相關服務。 
 

第 18 條 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無

障礙及融合之精神。 
 

第 19 條 特殊教育之課程、教材、教法及評量方式，應保持彈性，適合特殊教育學生身心特性

及需求；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為充分發揮特殊教育學生潛能，各級學校對於特殊教育之教學應結合相關資源，並得

聘任具特殊專才者協助教學。 

前項特殊專才者聘任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1 條 對學生鑑定、安置及輔導如有爭議，學生或其監護人、法定代理人，得向主管機關提

起申訴，主管機關應提供申訴服務。 

學生學習、輔導、支持服務及其他學習權益事項受損時，學生或其監護人、法定代理

人，得向學校提出申訴，學校應提供申訴服務。 

前二項申訴服務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 節 身心障礙教育 

第 22 條 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不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入學或應試。 

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應提供考試適當服務措施，並由各試務單位公告之； 

其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身心障礙教育之實施，各級主管機關應依專業評估之結果，結合醫療相關資源，對身

心障礙學生進行有關復健、訓練治療。 

為推展身心障礙兒童之早期療育，其特殊教育之實施，應自二歲開始。 
 

第 24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提供學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有關評量、教學及行政等支援服務，並適

用於經主管機關許可在家及機構實施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 

各級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之評量、教學及輔導工作，應以專業團隊合作進行為原

則，並得視需要結合衛生醫療、教育、社會工作、獨立生活、職業重建相關等專業人

員，共同提供學習、生活、心理、復健訓練、職業輔導評量及轉銜輔導與服務等協助。

前二項之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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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條 各級主管機關或私人為辦理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得設立特

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之設立，應以小班、小校為原則，並以招收重度及多重障

礙學生為優先，各直轄市、縣（市）應至少設有一所特殊教育學校（分校或班），每

校並得設置多個校區；特殊教育班之設立，應力求普及，符合社區化之精神。 

啟聰學校以招收聽覺障礙學生為主；啟明學校以招收視覺障礙學生為主。 

特殊教育學校依其設立之主體為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或私人，分為

國立、直轄市立、縣（市）立或私立；其設立、變更及停辦，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國立：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二、直轄市立：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三、縣（市）立：由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四、私立：依私立學校法相關規定辦理。 

特殊教育學校設立所需之校地、校舍、設備、師資、變更、停辦或合併之要件、核准

程序、組織之設置及人員編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6 條 特殊教育學校置校長一人，其聘任資格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規定，並應具備特殊教

育之專業知能，聘任程序比照其所設最高教育階段之學校法規之規定。 
 

第 27 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對於就讀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應予適當教學及輔

導；其教學原則及輔導方式之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為使普通班教師得以兼顧身心障礙學生及其他學生之需要，前項學校應減少身心障礙

學生就讀之普通班學生人數，或提供所需人力資源及協助；其減少班級學生人數之條

件、核算方式、提供所需人力資源與協助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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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9 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考量身心障礙學生之優勢能力、性向及特殊教育需

求及生涯規劃，提供適當之升學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完成國民義務教育後之升學輔導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0 條 政府應實施身心障礙成人教育，並鼓勵身心障礙者參與終身學習活動；其辦理機關、

方式、內容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0-1 條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發展，應訂定特殊教育方案實施，並得

設置專責單位及專責人員，依實際需要遴聘及進用相關專責人員；其專責單位之職

責、設置與人員編制、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高等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教育，應符合學生需求，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協助學生學

習及發展；訂定時應邀請相關教學人員、身心障礙學生或家長參與。 
 

第 31 條 為使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服務需求得以銜接，各級學校應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

99



 
 

銜輔導及服務；其轉銜輔導及服務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2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身心障礙學生之家庭經濟條件，減免其就學費用；對於就讀學前私

立幼兒園或社會福利機構之身心障礙幼兒，得發給教育補助費，並獎助其招收單位。

前項減免、獎補助之對象、條件、金額、名額、次數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身心障礙學生品學兼優或有特殊表現者，各級主管機關應給予獎補助；其辦法及自治

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33 條 學校、幼兒園及社會福利機構應依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園）學習及生活需求，提供下

列支持服務： 

一、教育輔助器材。 

二、適性教材。 

三、學習及生活人力協助。 

四、復健服務。 

五、家庭支持服務。 

六、校園無障礙環境。 

七、其他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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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前項第一款至第

五款服務。 

前二項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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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主管機關應優先編列預算，推動第一項、第四項之服務。 
 

第 34 條 各主管機關得依申請核准或委託社會褔利機構、醫療機構及少年矯正學校，辦理身心

障礙教育。 
 

      第 三 節 資賦優異教育 

第 35 條 學前教育階段及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資賦優異教育之實施，依下列方式辦

理： 

一、學前教育階段：採特殊教育方案辦理。 

二、國民教育階段：採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特殊教育方案辦理。 

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依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方式辦理。 
 

第 36 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以協同教學方式，考量資賦優異學生性向、優勢能

力、學習特質及特殊教育需求，訂定資賦優異學生個別輔導計畫，必要時得邀請資賦

優異學生家長參與。 
 

第 37 條 高等教育階段資賦優異教育之實施，應考量資賦優異學生之性向及優勢能力，得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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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教育方案辦理。 
 

第 38 條 資賦優異學生之入學、升學，應依各該教育階段法規所定入學、升學方式辦理；高級

中等以上教育階段學校，並得參採資賦優異學生在學表現及潛在優勢能力，以多元入

學方式辦理。 
 

第 39 條 資賦優異學生得提早選修較高一級以上教育階段課程，其選修之課程及格者，得於入

學後抵免。 
 

第 40 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主管機關，應補助學校辦理多元資優教育方案，並對辦理成

效優良者予以獎勵。 

資賦優異學生具特殊表現者，各級主管機關應給予獎助。 

前二項之獎補助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第 41 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及社經文化地位不利之資賦優異學生，應加強鑑定

與輔導，並視需要調整評量工具及程序。 
 

   第 三 章 特殊教育支持系統 

第 42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改進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量方式，應進行相關研究，並將研

究成果公開及推廣使用。 
 

第 43 條 為鼓勵大學校院設有特殊教育系、所者設置特殊教育中心，協助特殊教育學生之鑑

定、教學及輔導工作，中央主管機關應編列經費補助之。 

為辦理特殊教育各項實驗研究並提供教學實習，設有特殊教育系之大學校院，得附設

特殊教育學校（班）。 
 

第 44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有效推動特殊教育、整合相關資源、協助各級學校特殊教育之執行及

提供諮詢、輔導與服務，應建立特殊教育行政支持網絡；其支持網絡之聯繫與運作方

式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45 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為處理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事宜，應成立

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並應有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代表；其組成與運作方式之辦法及自

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處理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事宜，得成立特殊教育推

行委員會，並應有身心障礙學生或家長代表參與。 
 

第 46 條 各級學校應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家庭諮詢、輔導、親職教育及轉介等支持服務。 

前項所定支持服務，其經費及資源由各級主管機關編列預算辦理。 

身心障礙學生家長至少應有一人為該校家長會常務委員或委員，參與學校特殊教育相

關事務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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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 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理特殊教育之成效，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三年辦理一次

評鑑。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辦理特殊教育之績效，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三年辦理一

次評鑑。 

前二項之評鑑項目及結果應予公布，並對評鑑成績優良者予以獎勵，未達標準者應予

追蹤輔導；其相關評鑑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第 四 章 附則 

第 48 條 公立特殊教育學校之場地、設施與設備提供他人使用、委託經營、獎勵民間參與，與

學生重補修、辦理招生、甄選、實習、實施推廣教育等所獲之收入及其相關支出，應

設置專帳以代收代付方式執行，其賸餘款並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

設備之用，不受預算法第十三條、國有財產法第七條及地方公有財產管理相關規定之

限制。 

前項收支管理作業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9 條 本法授權各級主管機關訂定之法規，應邀請同級教師組織及家長團體參與訂定之。
 

第 50 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1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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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 

中華民國 101 年 11 月 26 日教育部臺參字第 1010214785C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17 條；並自發布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2 年 7 月 12 日教育部臺教學（四）字第 1020097264B 號令修正發布第 6、11 條條文 

第 1 條 本細則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稱專責單位，指各級主管機關所設具有專責人員及預算，負責

辦理特殊教育業務之單位。 

本法第七條第三項所稱修習特殊教育學分三學分以上，指修畢由大學開設之特殊教

育學分三學分以上，或參加由各級主管機關辦理之特殊教育專業研習五十四小時以

上。 

 

第 3 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每年定期辦理特殊教育學生狀況調查及教育安置需求人

口通報後，應建立及運用各階段特殊教育通報系統，並與衛生、社政主管機關所建

立之通報系統互相協調妥善結合。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規定出版之統計年報，應包括特殊教育學生與師資人數

及比率、安置與經費狀況及其他特殊教育通報之項目。 

第一項特殊教育通報系統之建置及運用，得委託或委辦學校或機關（構）辦理。 

 

第 4 條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設立之特殊教育班，

包括在幼兒（稚）園、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專為身心障礙或資賦優

異學生設置之特殊教育班。 

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於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設立之特殊教育學校，

包括幼兒部、國民小學部、國民中學部、高級中學部及高級職業學校部專為身心障

礙學生設置之學校。 

 

第 5 條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指學生全部時間於特殊教育班

接受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其經課程設計，部分學科（領域）得實施跨班教學。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分散式資源班，指學生在普通班就讀，部分時間接

受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巡迴輔導班，指學生在家庭、機構或學校，由巡迴

輔導教師提供部分時間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所定特殊教育方案，必要時，得採跨校方式辦理。 

 

第 6 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定特殊教育相關人員，包括各教育階段學校普通班教師、行政人員、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教師助理員及特教學生助理人員。 

 

第 7 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稱結合醫療相關資源，指各級主管機關應主動協調醫療機

構，針對身心障礙學生提供有關復健、訓練治療、評量及教學輔導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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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展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身心障礙兒童早期療育，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普

設學前特殊教育設施，提供適當之相關服務。 

 

第 8 條 本法第二十六條所定特殊教育學校校長應具備特殊教育之專業知能，指應修習第二

條第二項所定特殊教育學分三學分以上。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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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生能力現況、家庭狀況及需求評估。 

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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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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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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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及相關教師、學

生家長；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及學生本人參與，學生家長亦得邀請相關人

員陪同。 

 

第 10 條 前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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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 條 本法第三十條之一所稱高等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方案，指學校應依特殊教育學生特性

及學習需求，規劃辦理在校學習、生活輔導及支持服務等；其內容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依據。 

二、目的。 

三、實施對象及其特殊教育與支持服務。 

四、人力支援及行政支持。 

五、空間及環境規劃。 

六、辦理期程。 

七、經費概算及來源。 

八、預期成效。 

前項第三款特殊教育與支持服務，包括學習輔導、生活輔導、支持協助及諮詢服務

等。 

 

第 12 條 前條特殊教育方案，學校應運用團隊合作方式，整合相關資源，針對身心障礙學生

個別特性及需求，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其內容包括下列事項： 

一、學生能力現況、家庭狀況及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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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策略。 

三、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第 13 條 依本法第四十一條對於身心障礙之資賦優異學生或社經文化地位不利之資賦優異學

生加強輔導，應依其身心狀況，保持最大彈性，予以特殊設計及支援，並得跨校實

施。 

 

第 14 條 特殊教育學生已重新安置於其他學校，原就讀學校應將個案資料隨同移轉，以利持

續輔導。 

 

第 15 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所定設有特殊教育學系之大學校院得附設特殊教育學校

（班），包括附設或附屬二種情形，其設立應經專案評估後，報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附設或附屬特殊教育學校（班），其設立規模及人員編制，準用特殊教育學校

設立變更停辦合併及人員編制標準之規定。 

 

第 16 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所建立之特殊教育行政支持網絡，包括為協助

辦理特殊教育相關事項所設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其成員由主管機關就學校教師、學

者專家或相關專業人員聘任（兼）之。 

 

第 17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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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辦法 

民國 101 年 9 月 28 日教育部臺叁字第 1010173092C 號令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4 條；並自發布日施行

（原名稱：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標準） 

民國 102 年 9 月 2 日教育部臺教學（四）字第 1020125519B 號令修正發布第 8～14 條條文；並增訂第

7-1 條條文 

第1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六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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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賦優異學生之鑑定，應以標準化評量工具，採多元及多階段評量，除一般智

能及學術性向資賦優異學生之鑑定外，其他各類資賦優異學生之鑑定，均不得

施以學科（領域）成就測驗。 

第3條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所稱智能障礙，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年齡者明顯遲緩，且

在學習及生活適應能力表現上有顯著困難者。 

前項所定智能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 

一、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力測驗結果未達平均數負二個標準差。 

二、學生在生活自理、動作與行動能力、語言與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行為等

任一向度及學科（領域）學習之表現較同年齡者有顯著困難情形。 

第4條 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所稱視覺障礙，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

造缺損，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其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者。 

前項所定視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之一： 

一、視力經最佳矯正後，依萬國式視力表所測定優眼視力未達○．三或視野在

二十度以內。 

二、視力無法以前款視力表測定時，以其他經醫學專業採認之檢查方式測定後

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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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稱聽覺障礙，指由於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功能異常，致

以聽覺參與活動之能力受到限制者。 

前項所定聽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之一： 

一、接受行為式純音聽力檢查後，其優耳之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聽閾平均

值，六歲以下達二十一分貝以上者；七歲以上達二十五分貝以上。 

二、聽力無法以前款行為式純音聽力測定時，以聽覺電生理檢查方式測定後認

定。 

第6條 本法第三條第四款所稱語言障礙，指語言理解或語言表達能力與同年齡者相

較，有顯著偏差或低落現象，造成溝通困難者。 

前項所定語言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之一： 

一、構音異常：語音有省略、替代、添加、歪曲、聲調錯誤或含糊不清等現象。 

二、嗓音異常：說話之音質、音調、音量或共鳴與個人之性別或年齡不相稱等

現象。 

三、語暢異常：說話節律有明顯且不自主之重複、延長、中斷、首語難發或急

促不清等現象。 

四、語言發展異常：語言之語形、語法、語意或語用異常，致語言理解或語言

表達較同年齡者有顯著偏差或低落。 

第7條 本法第三條第五款所稱肢體障礙，指上肢、下肢或軀幹之機能有部分或全部障

礙，致影響參與學習活動者。 

前項所定肢體障礙，應由專科醫師診斷；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之一： 

一、先天性肢體功能障礙。 

二、疾病或意外導致永久性肢體功能障礙。 

第 7-1  條本法第三條第六款所稱腦性麻痺，指腦部發育中受到非進行性、非暫時性之

腦部損傷而顯現出動作及姿勢發展有問題，或伴隨感覺、知覺、認知、溝通、

學習、記憶及注意力等神經心理障礙，致在活動及生活上有顯著困難者。 

前項所定腦性麻痺，其鑑定由醫師診斷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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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 本法第三條第七款所稱身體病弱，指罹患疾病，體能衰弱，需要長期療養，且

影響學習活動者。 

前項所定身體病弱，其鑑定由醫師診斷後認定。 

第9條 本法第三條第八款所稱情緒行為障礙，指長期情緒或行為表現顯著異常，嚴重

影響學校適應者；其障礙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之結果。 

前項情緒行為障礙之症狀，包括精神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焦慮

性疾患、注意力缺陷過動症、或有其他持續性之情緒或行為問題者。 

第一項所定情緒行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 

一、情緒或行為表現顯著異於其同年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得參考精神科醫

師之診斷認定之。 

二、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三、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且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

所提供之介入，仍難獲得有效改善。 

第10條 本法第三條第九款所稱學習障礙，統稱神經心理功能異常而顯現出注意、記

憶、理解、知覺、知覺動作、推理等能力有問題，致在聽、說、讀、寫或算等

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刺激

不足、教學不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前項所定學習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 

一、智力正常或在正常程度以上。 

二、個人內在能力有顯著差異。 

三、聽覺理解、口語表達、識字、閱讀理解、書寫、數學運算等學習表現有顯

著困難，且經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第11條 本法第三條第十款所稱多重障礙，指包括二種以上不具連帶關係且非源於同一

原因造成之障礙而影響學習者。 

前項所定多重障礙，其鑑定應參照本辦法其他各類障礙之鑑定基準。 

第12條 本法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自閉症，指因神經心理功能異常而顯現出溝通、社會

互動、行為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致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者。 

前項所定自閉症，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 

一、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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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現出固定而有限之行為模式及興趣。 

第13條 本法第三條第十二款所稱發展遲緩，指未滿六歲之兒童，因生理、心理或社會

環境因素，在知覺、認知、動作、溝通、社會情緒或自理能力等方面之發展較

同年齡者顯著遲緩，且其障礙類別無法確定者。 

前項所定發展遲緩，其鑑定依兒童發展及養育環境評估等資料，綜合研判之。 

第14條 第十四條本法第三條第十三款所稱其他障礙，指在學習與生活有顯著困難，且

其障礙類別無法歸類於第三條至第十三條類別者。 

前項所定其他障礙，其鑑定應由醫師診斷並開具證明。 

第15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款所稱一般智能資賦優異，指在記憶、理解、分析、綜合、推

理及評鑑等方面，較同年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前項所定一般智能資賦優異，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 

一、個別智力測驗評量結果在平均數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二、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

出等之具體資料。 

第16條 本法第四條第二款所稱學術性向資賦優異，指在語文、數學、社會科學或自然

科學等學術領域，較同年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前項所定學術性向資賦優異，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之一： 

一、前項任一領域學術性向或成就測驗得分在平均數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

九十七以上，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及檢附專長學科

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料。 

二、參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

活動表現特別優異，獲前三等獎項。 

三、參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異，經主辦

單位推薦。 

四、獨立研究成果優異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

檢附具體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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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條 本法第四條第三款所稱藝術才能資賦優異，指在視覺或表演藝術方面具有卓越

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前項所定藝術才能資賦優異，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之一： 

一、任一領域藝術性向測驗得分在平均數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

上，或術科測驗表現優異，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及

檢附藝術才能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料。 

二、參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各該類科競賽表現特

別優異，獲前三等獎項。 

第18條 本法第四條第四款所稱創造能力資賦優異，指運用心智能力產生創新及建設性

之作品、發明或解決問題，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前項所定創造能力資賦優異，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之一： 

一、創造能力測驗或創造性特質量表得分在平均數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

十七以上，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及檢附創造才能特

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料。 

二、參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創造發明競賽表現特

別優異，獲前三等獎項。 

第19條 本法第四條第五款所稱領導能力資賦優異，指具有優異之計畫、組織、溝通、

協調、決策、評鑑等能力，而在處理團體事務上有傑出表現者。 

前項所定領導能力資賦優異，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 

一、領導才能測驗或領導特質量表得分在平均數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

七以上。 

二、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家長或同儕觀察推薦，並檢附領導才能特質與表

現傑出等之具體資料。 

第20條 本法第四條第六款所稱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異，指在肢體動作、工具運用、資

訊、棋藝、牌藝等能力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前項所定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異，其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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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技藝競賽表現特別優

異，獲前三等獎項。 

二、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專長才能特質與表現卓越

或傑出等之具體資料。 

第21條 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異學生之鑑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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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鑑定，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

應於每學年度上、下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辦理，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國民教育階段資賦優異學生之鑑定時程，應採入學後鑑定。但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因專業考量、資源分配或其他特殊需求而有入學前鑑定之必要者，應

經鑑輔會審議通過後，由主管機關核定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22條 各類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需求評估，應包括健康狀況、感官功能、知覺動作、

生活自理、認知、溝通、情緒、社會行為、學科（領域）學習等。 

各類資賦優異學生之教育需求評估，應包括健康狀況、認知、溝通、情緒、社

會行為、學科（領域）學習、特殊才能、創造力等。 

前二項教育需求評估，應依學生之需求選擇必要之評估項目，並於評估報告中

註明優弱勢能力，所需之教育安置、評量、環境調整及轉銜輔導等建議。 

第23條 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學生或資賦優異學生，遇障礙情形改變、優弱勢

能力改變、適應不良或其他特殊需求時，得由教師、家長或學生本人向學校或

主管機關提出重新評估之申請；其鑑定程序，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理。

主管機關並得視需要主動辦理重新評估。 

前項重新評估，應註明重新評估之原因；身心障礙學生應檢附個別化教育（支

持）計畫，資賦優異學生應檢附個別輔導計畫。 

第24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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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教育網絡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https://www.tc.edu.tw/) 

2.組織職掌→2-5.各科業務→2-5-5.特殊教育科 

特教科公務信箱：spedtaichung@gmail.com 

臺中市特殊教育資訊網(http://spec.tc.edu.tw/) 

特教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東區樂業國小內，地址：臺中市東區樂業路 60 號) 

電話：04-22138215 通報網 840 鑑定組 820  

傳真：04-2212-9618 

臺中市海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沙鹿區公明國小內，地址：臺中市沙鹿區忠貞路 213 號) 

電話：04-26153280、26150961 

傳真：04-26153293 

臺中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豐原區豐原國小內，地址：臺中市豐原區新生北路 155 號) 

電話：04-25205563、25295921、25295933 

傳真：04-2520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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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教育諮詢單位一覽表 

單位 諮詢服務項目 聯絡方式 備註 

國立臺中

教育大學

特教中心

諮詢專線 

 

特殊學生之轉介、就學及心

理輔導 

特殊教育法規及疑難問題之

諮詢 

特殊教育教學問題之研討 

特殊教育教學資源之提供 

特殊學生家長親職教育問題

輔導 

特殊個案之輔導諮詢及追蹤 

其他有關特殊教育問題 

電話： 

04-22183392 

服務時間及提供諮

詢之教授名單、專長

以網站公布為準。 

網址： 

http://www.ntcu.edu

.tw/spc/aspc/cindex.

htm 

國立彰化

師範大學

特教中心

諮詢專線 

特殊學生之轉介、就學及心

理輔導。 

特殊教育法規及疑難問題諮

詢。 

特殊教育教學問題研討。 

特殊教育教學資源提供。 

特殊學生家長親職教育問題

輔導。 

特殊個案之輔導諮詢及追蹤。

其他特殊教育相關問題。 

1. 電話諮詢：(04)7255802 或

(04)7232105 分機 2415。 

2. 面談諮詢：請先來電預約（中心地址：

500 彰化市進德路一號 至善館一樓）。

3. 傳真諮詢：(04)7211180。 

4. 網路諮詢：

http://www.cter.edu.tw/setqa/defaul

t.asp?schid=070015 

國立臺中

教育大學

早期療育

諮詢系統 

網路諮詢 

早期療育相關問題 

進入網頁後，點

選「線上問

答」，登錄帳

號、密碼後即可

提出問題。 

網址： 

http://210.240.192.1

92/index.php 

教育部特

教通報網 

網路諮詢 

特殊教育相關問題 

進入網頁後，點

選「特殊教育網

路諮詢」 

http://www.cter.edu.

tw/setQA/default.as

p?schid=330004 

 

113



106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鑑定工作時程表 

時程  學前鑑定 

辦理項目 

入幼兒園

辦理項目 

入國小 

辦理項目 

辦理內容 

106/8月   調查屆重新鑑定期限
之個案重鑑意願 

 106/8/14‐8/18 第一梯
次提報與送件 

 106/8/20 後開放接收
入幼梯次 

 
調查參加說

明會意願 

1.幼兒園、社會局、衛生局協

助宣導及發放宣傳品(摺頁、

宣導單張)。 

2.辦理家長說明會。 

106/9月   調查各班第一學期預
計提報個案 

 106/9/11‐9/15 第二梯
次提報與送件 

 106/9/15 後開放接收
第一梯次 

宣導  宣導 

106/10月   106/10/6 後開放接收
第二梯次  宣導 

宣導、調查

鑑定意願 

106/11月   

家長申請 

家長申請 

寄送家長同

意書 

家長檢附相關資料，於幼兒園

或社區資源中心填表，或自行

填表寄至中區特教資源中心。

106/12/7    安排心評

人員 

安排心評人

員 

 

106/12/8‐

107/1/11 

 調查屆重新鑑定期限
之個案重鑑意願 

 調查各班第二學期預
計提報個案 

 107/1/2‐1/9第三梯次
提報與送件 

評估作業  評估作業 

心評人員至個案就讀學校或住

所進行資料蒐集、行為觀察、

及晤談等評估工作。 

107/1/12‐

107/3/14 

 107/2/23 後開放接收
第三梯次 

 107/2/26‐3/2第四梯
次提報與送件 

鑑定安置

審查會

議、安置

協調作業 

鑑定安置審

查會議 

 

107/3/15    安置結果

公告 
 

 

107/3/26‐

107/3/30 

  各幼兒園

通知家長

報到 

各國小領取

鑑定安置結

果 

 

107/3月底 

107/4月中 

 

 107/4 後開放接收第
四梯次 

公立幼兒

園招生作

業 

 

第一階段優先入園 

第二階段一般入園 

*依幼教科招生簡章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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