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111學年度高中職特殊教育輔導團到校關懷輔導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臺北市高中職特殊教育輔導團作業要點。 

二、 臺北市高中職特殊教育輔導團工作計畫。 

貳、 目的 

一、 提供本市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支援服務，增進教師輔導特

殊教育需求學生之專業能力，以提昇特殊教育服務績效。 

二、 協助本市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推展特殊教育工作，提供各項策略，促

進經驗交流，提昇特殊教育品質。 

參、 輔導重點 

一、 針對學校行政運作、資源整合、課程教學、輔導與轉銜、特殊個案輔導

等提出之困難給予協助，並提供經驗分享、解決策略、資訊及資源。 

二、 協助學校特殊教育相關業務之推展，以提昇各校特教服務品質。 

三、 協助學校適時通報校內特殊個案，以便引介相關資源並請教育局提供

支援協助。 

四、 發掘並引進特殊教育績優教師及學校，作為他校學習典範。 

肆、 到校關懷輔導對象 

本市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特教組長或業務承辦人員、特殊教育教師（包

含特教班、資源班及資優班教師）、普通班教師、行政人員、特教學生及其

家長。 

  



伍、 實施方式 

一、 請申請學校與輔導團聯繫，於座談前一週將所欲了解之主題以電子郵

件方式郵寄申請表(臺北市111學年度高中職特殊教育輔導團到校關懷

輔導申請表)至輔導團信箱，俾利彙整資料。如有特殊狀況需要調整日

期時間，請與本輔導團及負責輔導員聯繫。 

二、 輔導團到校關懷輔導之流程如下： 

(一) 問題說明。 

(二) 討論及建議。 

三、 到校關懷輔導人員： 

(一) 由輔導員依照負責輔導學校屬性組成小組，原則上2人1組進行。 

(二) 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團長、資深教師共同參與。 

(三) 「駐區輔導員到校關懷輔導服務紀錄表」彙整後陳報相關單位參酌

改進。 

陸、 輔導員進行到校關懷輔導期間以公假登記。 

柒、 經費：由臺北市高中職特殊教育輔導團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捌、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111學年度高中職特殊教育輔導團 

到校關懷輔導申請表 
 

學校名稱 申請者(含職稱) 聯絡電話 

學校班級概況 

特教班     班 

資源班     班 

資優班     班 

身心障礙學生人數 

智障   人、視障   人、聽障   人、肢障   人、學障   人、 

情障   人、自閉症   人、病弱   人、腦麻   人、其他   人 

資賦優異學生人數 

一般智能   人、學術性向   人、藝術才能   人、 

創造能力   人、領導能力   人、其他特殊才能   人 

問     題     要    項 

一、行政與資源 二、課程與教學 三、輔導與轉銜 四、其他 

 1.特教推行委員會運作  1. I.E.P. / I.G.P之擬訂  1.學生生活與心理輔導  

 2.教師素質、進修與研習  2.特殊需求服務之提供  2.親職教育、家長參與  

 3.特教經費運用  3.個別學習課程方案  3.認輔制度  

 4.學校空間使用  4.教學設備、教材輔具  4.師生接納  

 5.校園無障礙環境  5.教學設計與教學活動  5.專業團隊服務  

 6.校內處室行政支援  6.總體課程計畫撰寫  6.職場實習規劃與實施  

 7.教師人力及社區資源運用  7.新課綱運作  7.就業／升學轉銜服務  

 8.特殊教育宣導    8.學生鑑定服務  

項次 現況與困難描述 校內已嘗試之解決策略 

   

   

   

其他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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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關懷輔導申請說明  

輔導團本學期提供學校申請到校關懷輔導，我們希望以不增加學校準備壓力、最貼近學校

需求、能解決學校實際工作問題的方式進行，請各校踴躍把握機會提出，並歡迎校內相關同

仁及教師共同參與。 

日期時間 輔導座談重點 申請方式 

與輔導員協調 

合適時間 

1. 學校特殊教育工作推展 

2. 校內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3. 其他相關議題 

與輔導團辦公室 

（松山工農）聯繫 

※ 進行方式 

接受到校關懷輔導學校可彈性調整下列流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主講人 

13:30~13:40 相見歡：介紹與會人員 由學校視需要安排 

13:40~14:00 學校特殊教育工作簡報 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 

14:00~16:00 
工作困難策略研討或 

特殊個案研討 

特教業務承辦人、相關行政人員、 

教師代表、特教學生授課教師 

（由學校視需要安排） 

16:00~16:30 綜合座談 由學校視需要安排 

※ 請申請學校配合下列事項 

1. 請有意願提出申請學校與輔導團聯繫，本團將會與您聯繫做後續安排。 

聯絡方式： 

(1) 聯絡人：洪瑋鍾組長或張恬諭老師。 

(2) 電話：(02)2722-6616分機251或248 

(3) 傳真：(02)2758-9241 

(4) 電子信箱：tianyu@saihs.edu.tw 

(5) 學校聯絡箱：253 

2. 確認申請之學校請於座談前一週提供上述流程相關資料，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傳送輔導團，

俾利座談時能進行深入討論。 

3. 特殊個案研討：請提出學生輔導相關資料（如：相關專業服務、輔導紀錄、評量診斷資料

等），並包含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I.E.P.）/資優學生個別輔導計畫(I.G.P.)。為確保學生隱

私可刪去姓名、聯絡方式等隱私資料。 

4. 以上均不需另行準備大量資料，採互動、開放的研討及座談方式進行，並視學校需求共同

討論是否聘請專家學者或行政長官指導。 

mailto:tianyu@saihs.edu.tw


臺北市111學年度高中職特殊教育輔導團 

駐區輔導員到校關懷輔導服務紀錄表 

受訪學校： 
受訪者姓名：                 

職稱：                       

方式：□到校   □電訪  □書面  

□E-mail  □其他           

日期： 受訪者電話：                
駐區輔導員： 

協同輔導員： 

服        務       要        項 

一、行政與資源 二、課程與教學 三、輔導與轉銜 四、其他 

 １特教推行委員會運作  １I.E.P./I.G.P之擬訂  １學生生活與心理輔導  

 ２教師素質、進修與研習  ２特殊需求服務之提供  ２親職教育、家長參與 
 ３特教經費運用  ３個別學習課程方案  ３認輔制度 
 ４學校空間使用  ４教學設備、教材輔具  ４師生接納 
 ５校園無障礙環境  ５教學設計與教學活動  ５專業團隊服務 
 ６校內處室行政支援  ６總體課程計畫撰寫  ６職場實習規劃與實施 
 ７教師人力及社區資源運用 

 ７新課綱運作 
 ７就業／升學轉銜服務 

 ８特殊教育宣導  ８學生鑑定服務 

服        務        內        容 

現

況

與

問

題 

 

曾

使

用

解

決

策

略 

 

處

理

狀

況 

□已解決 

□持續輔導 

□提團討論 

□安排訪視 

□報局處理 

回

饋

與

建

議 

 

學

校

意

見 

 

□已回應 

□提團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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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區輔導分配表 

組別 服務單位 輔導員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輔導學校 

1 

臺北市資賦優異 

教育資源中心 

温進明老師 (02)2332-7125分機 14 cmwen@gl.ck.tp.edu.tw 

1.西松高中(資優) 

3.大直高中(資優)  

5.建國高中(資優) 

7.北一女中(資優)   

9.景美女中(資優) 

11.復興高中(資優) 

2.永春高中(資優) 

4.中山女中(資優) 

6.成功高中(資優) 

8.明倫高中(資優) 

10.麗山高中(資優) 

2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 

龔瑀婷組長 (02)2709-1630分機1131 yuting1128@taivs.tp.edu.tw 

1.和平高中(完中) 

3.大安高工 

2.芳和實中(完中)  

3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曹惠雯組長 (02)2653-0475分機517 9603@yucsh.tp.edu.tw 

1 大同高中(完中) 

3.中山女中 

5.育成高中 

7.麗山高中 

2. 大直高中(完中) 

4. 南港高中(完中) 

6.內湖高中 

8.南湖高中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吳麗明組長 (02)2591-2001分機21 wulihming321@yahoo.com.tw 

4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 

賴瓊雯組長 (02)2782-5432分機1121 luckygrasses@gm.nkhs.tp.edu.tw 

1.明倫高中 

3.陽明高中(完中) 

5.復興高中 

7.南港高工 

2.成淵高中(完中) 

4.百齡高中(完中) 

6.中正高中 

8.內湖高工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 

鄭文喬組長 (02)2657-4874分機104 ally@ms1.nihs.tp.edu.tw 



臺北市111學年度高中職特殊教育輔導團 

駐區輔導分配表 

組別 服務單位 輔導員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輔導學校 

5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 

何北音組長 (02)2230-0506分機291 peiyin@mcvs.tp.edu.tw 

1.華江高中 

3.景美女中 

5.松山家商 

7.木柵高工 

2.大理高中(完中) 

4.數位實驗高中 

6.松山工農 

8.士林高商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 

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王懿德組長 (02)2726-1118分機720 mo_tammy@mail.ssvs.tp.edu.tw 

6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王珮宸主任 (02)2727-2983分機600 peichen227@ycsh.tp.edu.tw 

1.西松高中(完中) 

3.松山高中 

5.建國高中 

7.北一女中 

2.中崙高中(完中) 

4.永春高中 

6.成功高中 

8.萬芳高中(完中)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高德育老師 (02)2230-9585分機640 a0987155239@gmail.com 

7 

臺北市北區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周以蕙老師 (02)2874-9117分機1602 tcnserc.ptt2020@gmail.com 

1.協和祐德 

3.金甌女中 

2.延平中學(完中) 

4.復興實中 



臺北市111學年度高中職特殊教育輔導團 

駐區輔導分配表 

組別 服務單位 輔導員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輔導學校 

簡冠瑜老師 (02)2874-9117分機1602 f6300830@gmail.com 

5.大同高中 

7.靜修高中(完中) 

9.滬江高中 

11.再興中學 

13.靜心高中(完中) 

15.方濟高中(完中) 

17.泰北高中(完中) 

19.華興高中(完中) 

21.幼華高中(完中) 

23.育達高中(完中) 

25.喬治商職 

27.稻江護家 

29.南華高職(進修學校) 

31.志仁高職(進修學校) 

33.惇敘工商 

6.強恕高中 

8.東山高中(完中) 

10.大誠高中 

12.景文高中(完中) 

14.文德女中 

16.達人女中(完中) 

18.衛理女中(完中) 

20.薇閣高中(完中) 

22.奎山實中 

24.東方工商 

26.開平餐飲 

28.開南高中(完中) 

30.稻江商職 

32.華岡藝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