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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私立聖心女中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組織章程 

一、依據： 

（一）教育部 88.8.10台八八參字第八 O九七五一六號辦理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普通學校輔導特殊教育學生支援服務辦法】 

   （二）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規定。 

 

二、目的： 

（一）為了有效協調、統合特殊教育相關行政資源。 

（二）提供「最少限制環境」、「入學零拒絕」、「融合教育」之特殊教育學習環境。 

（三）增進全體師生、社區人士對身心障礙學生的認識、尊重、接納與關懷。 

（四）暢通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管道。 

（五）結合社區、學校各單位之意見，以利推動特殊教育。 

（六）妥善安置特殊學生，取得家長共識、協調達到特殊教育的目的。 

 

三、工作內容： 

（一）負責學校特殊教育政策的研議、規劃、執行與考核。 

（二）研擬當年度的工作重點及活動計劃。 

（三）督導及考核資源班年度工作之執行。 

（四）推動學校特殊教育工作並提供改善事項。 

（五）建立學校特殊教育支援體系(含專業團隊、學校鑑定評量小組)。 

（六）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 

（七）辦理特殊教育宣導活動（如於集會場合宣導或公佈欄中公佈「身心障礙學生與家

長之權利與責任」文宣單）。 

（八）建立安全與無障礙之校園學習環境（含社區資源的運用）。 

（九）促進特殊學生家長之成長，並提升學校教師及特殊教育學生家長間之溝通與合作

關係。 

 

四、組織及任期 

(一)召集人：校長。 

(二)執行秘書：輔導主任。 

(三)委員：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人事主任、會計主任、輔導教師、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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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師代表、普通班教師（教聯會會長）代表、護理師、家長代表（特教班、普

通班）等。 

(四)本會置委員十五人，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自每年 8月 1日起至次年 7月 31日止，

為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五、實施方式： 

（一）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召開定期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主任委員召

集之； 

（二）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於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由校長邀集前項所列之委員

列席開會。 

  

六、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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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校 105 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相關人員執掌 

 

組織職稱 姓名 職稱 工作執掌 

主任委員 魏雪玲 校長 

1.行政策略決定。 

2.統籌督導、領導校園特殊教育團隊之運作。 

3.審核特殊教育之工作計畫。 

4.定期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 

5.聘請特殊教育專業教師。 
6.其他相關事項。 

執行祕書 許䕒尹 輔導主任 

1.督導推動特殊教育各項活動內容。 

2.協助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及轉銜工作。 

3.召開特殊需求學生個案會議，並提供輔導諮詢。 

4.評鑑特教工作之績效，並提供改進方法。 

5.舉辦特殊教育學生親職教育座談會及親師生座

談會。 

6.協助鑑定特殊教育學生智力或性向及轉銜。 

7.辦理始業輔導及入班宣導等團體輔導活動。 

8.安排及遴選特教學生之認輔教師。 

9.與特教教師合作提供特殊教育學生生活輔導及

學習輔導。 

10.提供特教學生個別諮商及心理輔導。 

11.針對有需要之特殊教育學生安排轉介相關機

構。 

12.提供教師、學生及家長諮詢服務。 

13.提供特殊教育學生生涯輔導，包括性向、學業

能力等各項評估及相關輔導課程。 

14.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升學輔導，亦即提供升學資

訊、升學管道說明等。 

15.協助安排志工家長、班級志工同學以提供特殊

教育學生相關支援。 

16.辦理資優方案相關工作。 
17.其他相關事項。 

委員 鐘明媛 教務主任 

1. 依特殊教育學生需要適當編班並協助推動融合

教育。 

2. 協助遴選普通班導師接納普通班身障生。 

3. 提供合格特教師資擔任特教教師，並視需要安

排特教教師與普通教師科目交流及協同教學。 

4. 協助鑑定資優學生。 

1. 負責推動優教育方案課程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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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有需要的特殊教育學生安排動線方便之班

級教室及專科教室。 

3. 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資訊，並

辦理相關業務。 

4. 針對普通班安置身障生之班級，減免學生人數

1-3人。 
5. 15.其他相關事項。 

委員 張逸如 學務主任 

1.配合特殊教育學生需求處理其出缺席管理與獎

懲紀錄。 

2.協助特殊教育學生之安全行為、秩序、儀容、

整潔等管理。 

3.協助遴選普通班導師接納普通班身障生。 

4.協助特教組辦理校內外各項活動。 

5.處理特殊教育學生臨時突發狀況或緊急事件。 

6.協助安排特殊教育學生參與適當之社團活動，

並知會社團指導教師。 

7.充分提供特教學生參與校內外各項集會活動之

機會。 

8.規劃特殊教育學生各項演習活動之路線，尤其

針對行動不便之特教學生。 
9.其他相關事項。 

委員 陳瑞璋 總務主任 

1.提供良好場所作為特教班及資源服務教室。 

2.支援特殊教育學生教學所需之教材及設備。 

3.特教組設備及財產之採購、登記及報銷。 

4.協助各項無障礙設施之規劃、更新及維護。 

5.辦理更新校園無障礙環境介紹網頁業務。 

6.特殊教育學生各項經費之發放。 
7.其他相關事項。 

委員 黃玉華 會計主任 

1.協助特教經費年度概算之編列。 

2.控管經費預算與執行。 

3.確實執行特教經費專款專用。 
4.其他相關事項。 

委員 崔素玲 人事主任 

1.提供特教教師進修資訊。 

2.鼓勵或表揚表現優異之特教教師及行政人員。 

3.協助特教教師晉用，並辦理特教津貼及輔導教

師費等事宜。 
4.其他相關事項。 

委員 鄭安琪 教學組長 
1. 協助配合特殊教育學生課表編排及教學。 

2. 配合提供校內各項教學資源，如大字課本、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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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機及筆記型電腦等。 

3. 協助鑑定資優學生。 

4. 負責推動優教育方案課程之進行。 

5. 協助處理普通班身障生之外加或抽離課程。 

6. 針對有需要的特殊教育學生安排動線方便之班

級教室及專科教室。 

7. 其他相關事項。 

委員 張惠敏 註冊組長 

1.處理特殊教育學生成績考查與登錄事宜。 

2.協助規劃特殊考場之監考、試卷處理等試務工

作。 

3.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資訊，並

辦理相關業務。 

4.其他相關事項。 

委員 潘玉芬 護理師 
1. 協助特殊教育學生之生活適應。 

2. 提供特殊教育學生生理上所需之支援服務。 

委員 王嬿蘋 輔導教師 

1.擬定行事曆及各項計畫與活動。 

2.執行特殊教育各項工作事宜。 

3.依特教推行委員會決議辦理相關事宜。 

4.辦理特殊教育教學研究會、個案研討會、家長

座談會及行政協調會等會議。 

5.與行政單位、普通班教師協調特教相關事宜。 

6.依特殊教育學生需要規劃課程內容、編排課表

及師資安排。 

7.辦理各項特殊需求學生鑑定、轉銜工作及安置

適當班級。 

8.邀請專家學者辦理專題演講，籌劃及辦理各項

特教研習活動。 

9.協助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 

10.協助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特殊考場及監考。 

11.協調相關處室規劃特教學生安置班級及教室

位置。 

12.辦理特殊教育宣導活動，提昇校園融合教育理

念。 

13.提供教師、學生及家長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14.提供各項特殊教育相關資訊，如專業知能、活

動訊息及研習公告。 

15.協助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突發狀況或緊急事件。 

16.採購教學所需設備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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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處理特殊生（身障生、資優生）之相關升學報

名事項。 

18.引進相關專業資源並統籌規劃運用。 
19.協助規劃校園無障礙環境。 

20.規劃資優方案。 

21.其他相關事項。 

委員 林沂蓁 
特教班教師

代表 

1.接受轉介及診斷鑑定、轉銜工作。 

2.建立特殊教育學生個案資料，擬定每位學生之

IEP。 

3.加強特殊教育學生之生活輔導、心理輔導、生

涯輔導、職業教育及追蹤輔導。 

4.教學與實施評量。 

5.選擇教材、改編教材及製作教具。 

6.與普通班教師保持聯繫，交換教學心得。 

7.進行特教班經營自我評鑑。 

8.特殊教育學生家長之聯絡與親職教育。 

9.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突發狀況或緊急事件。 

10.接受普通班教師、導師、家長及學生之諮詢。 

11.協助辦理特殊教育行政工作。 

12.辦理始業輔導及入班宣導等團體輔導活動。 
13.其他相關事項。 

委員 許子弘 

普通班教師

代表—教聯

會會長 

1.接納並輔導特殊教育學生。 

2.調整適當座位以利特殊教育學生學習。 

3.配合特殊教育學生使用教學輔具及其所需教殊

教育服務。 

4.參與特教相關研習及訓練，以充實特教知能。 

5.協調同儕接納並協助特殊教育學生。 

6.觀察特殊教育學生的班級表現，隨時與資源班

教師聯絡，交換輔導心得及協助轉銜。 

7.配合特殊教育學生之需要，改變教材教法及調

整評量方式，以達有效之學習。 
8.其他相關事項。 

委員 李淑貞 
特教生家長

代表 

1.主動與導師、任課教師、特教教師及輔導老師

保持密切聯繫。 

2.隨時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學習、生活及休閒活動

等方面的狀況，供教師作為輔導之參考資訊。 

3.配合導師、任課教師、特教教師及輔導老師之

建議，以協助特教學生成長。 

4.積極參與校內各項親師生座談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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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加家長團體辦理之進修活動或家長成長團

體。 

6.其他相關事項。 

委員 李彥杰 家長委員 

1.積極參與校內各項親師生座談及活動。 

2.參加家長團體辦理之進修活動或家長成長團

體。 
3.其他相關事項。 

七、委員會之委員應視需要依任務性召開特殊教育相關各項會議（例 I.E.P會議、個案研

討、回歸、融合教育等會議…）必要時得請專家學者列席指導。  

八、委員會所需之經費由學校辦公費勻支，必要時向縣政府申請專案補助。  

九、委員會開會期間應自行調整課務，必要時才核給公假由學校派代課。  

十、本組織要點呈請校長核准後施行，其修正亦同。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中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9月 19日（星期一）中 12:00   

地  點：一樓會議室 

主  席：魏雪玲校長                            記錄：王嬿蘋 

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 

壹、業務報告 

一、主任報告特教學生需求表(如附件)，並說明本學期提供之特教服務與教學

調整。 
 

1.105學年特教生共計 4名。 

  國三 1名(中度腦性麻痺)、高二 3名(身體病弱*2、情緒行為障礙*1)。已於

105.09.05前個別召開「期初 IEP會議」，教師共同完成 IEP計畫，並執行中。 

2.特教工作報告。參見「105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內「特殊教育」部分。 

3.提報「特教學生需求彙整表」，請委員審定。(附件二，請見投影片) 

4.表決「105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獎助金」之推薦學生。 

   本校國高中得各推薦一名「品學兼優學生」， 

   推薦人選:高二忠顏**、國三和蔡**。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105身心障礙學生品學兼優獎學金。 

  說 明：推薦人選:高二忠顏**、國三和蔡**，提議推薦兩位同學領取此次

獎學金。 

決 議：全數同意。 

 



案由二：討論特教生需求的適切性。 

  說 明：提請委員同意特教生的需求一欄表。 

決 議：全數通過。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    會 

    下午 13時 0分 

  



附件二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中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特教學生需求匯整表 

 

班級 高二忠 

學生姓名 *** 

特教資格 身體病弱 特教服務方式 全科融入普通班 

學生狀況說明 

1. 罹患罕病克隆氏症，腸道發濃潰爛，需終身追蹤治療。 

2. 病發時，需住院，無法上學。 

3. 認知功能良好，學習力佳，學習態度良好。 

4. 病發時，若有廔管形成，需定時換藥。著體育褲，方便

換藥。 

特殊需求領域 
平時：彈性參與體育課程，其他科與一般生同。 

病發：彈性調整作業、彈性考試方式、彈性計算出席率 

議題討論 

是否延續上學期，若顏生無法出席，老師上課全程錄影(藝

能科除外)，並提供指定作業作為平時成績？ 

 

 

 

班級 高二孝 

學生姓名 *** 

特教資格 身體病弱 特教服務方式 全科融入普通班 

學生狀況說明 
1. 眩暈症發作時，無法到校上學。 

2. 認知功能正常，學習力正常。 

特殊需求領域 彈性出席率計算、彈性調整作業、彈性成績計算方式 

議題討論 

是否延續上學期方案？ 

學科：以三次定期考的平均為學期成績。 

藝能科：老師指定作業，供劉生在家完成，並以此作業的分

數為學期成績。 

 

  



班級 高二仁 

學生姓名 *** 

特教資格 情緒行為障礙 特教服務方式 
在普通班提供個別化

教育方案 

學生狀況說明 

1. 持續拒學行為，無法進班上課。平時若到校，也需媽媽

陪同。害怕自行外出、與同學見面。 

2. 認知功能正常，學習力正常，學業成就低。 

3. 能在輔導室完成定期考，能在家完成指定作業，並到校

繳交。 

特殊需求領域 彈性出席率計算、彈性調整作業、彈性成績計算方式 

議題討論 

討論個別化教育內容，含是否提供補救教學。 

 

 



105年上學期 殊教育委員會會議 

 

時間 1050919 地點 一樓會議室 

主題 事務說明 

 

時間 1050919 地點 一樓會議室 

主題 特教生概況說明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中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 3月 10日（星期五）中午 12:00 

地  點：一樓會議室 

主  席：魏雪玲校長                            記錄：王嬿蘋 

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 

壹、業務報告 

一、主任報告特教學生需求表(如附件)，並說明本學期提供之特教服務與教學

調整。 
 

1.105學年特教生共計 5名。 

  國三 1名(中度腦性麻痺)、高二 4名(身體病弱*2、情緒行為障礙*2)。已於

106.01.13前個別召開「105上期末 IEP會議暨 105下期初 IEP會議」，教師共同

完成本學期 IEP計畫，並執行中。 

2.特教工作報告。參見「105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內「特殊教育」部分。 

3.提報「特教學生需求彙整表」，請委員審定。(附件二，請見投影片) 

4.105學年身心障礙學生品學兼優獎學金獲獎人。國三和蔡**，獲獎領取獎學金。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說明 105學年身心障礙學生輔導經費運用情況。 

  說 明：共計 29000 元之身心障礙學生輔導經費，購買特教輔導用書籍、教材、並給予

實施個別化課程之教師鐘點費。提請討論通過。 

決 議：全數通過。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    會 

    下午 13時 0分 



附件二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中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特教學生需求匯整表 

 

班級 高二忠 

學生姓名 *** 

特教資格 身體病弱 特教服務方式 全科融入普通班 

學生狀況說明 

1. 罹患罕病克隆氏症，腸道發濃潰爛，需終身追蹤治療。 

2. 病發時，需住院，無法上學。 

3. 認知功能良好，學習力佳，學習態度良好。 

4. 病發時，若有廔管形成，需定時換藥。著體育褲，方便

換藥。 

特殊需求領域 
平時：彈性參與體育課程，其他科與一般生同。 

病發：彈性調整作業、彈性考試方式、彈性計算出席率 

議題討論 

是否延續上學期，若顏生無法出席，老師上課全程錄影(藝

能科除外)，並提供指定作業作為平時成績？ 

 

 

 

班級 高二孝 

學生姓名 *** 

特教資格 身體病弱 特教服務方式 全科融入普通班 

學生狀況說明 
1. 眩暈症發作時，無法到校上學。 

2. 認知功能正常，學習力正常。 

特殊需求領域 彈性出席率計算、彈性調整作業、彈性成績計算方式 

議題討論 

是否延續上學期方案？ 

學科：以三次定期考的平均為學期成績。 

藝能科：老師指定作業，供劉生在家完成，並以此作業的分

數為學期成績。 

 

  



班級 高二仁 

學生姓名 *** 

特教資格 情緒行為障礙 特教服務方式 
在普通班提供個別化

教育方案 

學生狀況說明 

1. 持續拒學行為，無法進班上課。平時若到校，也需媽媽

陪同。害怕自行外出、與同學見面。 

2. 認知功能正常，學習力正常，學業成就低。 

3. 能在輔導室完成定期考，能在家完成指定作業，並到校

繳交。 

特殊需求領域 彈性出席率計算、彈性調整作業、彈性成績計算方式 

議題討論 

討論個別化教育內容，含是否提供補救教學。 

 

 

班級 高二仁 

學生姓名 *** 

特教資格 情緒行為障礙 特教服務方式 
在普通班提供個別化

教育方案 

學生狀況說明 

4. 持續拒學行為，無法進班上課。 

5. 認知功能正常，學習力佳，學業成就高。 

6. 未必能在輔導處完成定期考，能在家完成指定作業，並

到校繳交。 

特殊需求領域 彈性出席率計算、彈性調整作業、彈性成績計算方式 

議題討論 

討論個別化教育內容，含學期成績採計方式。 

 



105年下學期 殊教育委員會會議 

 

時間 1060310 地點 一樓會議室 

主題 事務說明 

 

時間 1060310 地點 一樓會議室 

主題 特教生概況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