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 107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宣導說明會
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二) 新北市 107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 增進國中行政人員及特殊教育教師生涯發展與適性輔導精神
(二) 提供學生、家長、國中行政人員及特殊教育教師適性輔導安置相關資訊。
(三) 協助家長、國中行政人員及特殊教育教師對於高中職相關群別、綜職班和特殊教育
學校之認識。
(四) 提升各校教師推動適性輔導工作實務能力。
三、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三) 協辦單位：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
學
四、參加對象
(一) 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
106 學年度身心障礙應屆畢業及非應屆畢業學生、
家長。
(二) 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特教教師，薦派參加。
1. 教師場：11/17(五) 地點：新北高中
（1）全市國民中學集中式特教班教師至少薦派 1 名。
（2）全市國民中學不分類身障類資源班國三個管教師至少薦派 1 名。
（3）本市或鄰近縣市公私立國民中學特教教師，自由參加。
（4）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輔導教師，自由參加。
2. 特教組長場：11/24(五) 地點：新莊高中
（1）全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學特教組長或特教業務承辦人，薦派參加。
五、研習日期及地點
(一) 教師場：
場次
1
2

類別

時間

特教教師

106.11.17(星期五)

輔導教師

13:20~16:30

特教組長或
特教業務承辦人

106.11.24 (星期五)
13:20~16:30

地點
市立新北高中
(行政大樓五樓會議室)
市立新莊高中
科教大樓─演藝廳

人數
200 名
200 名

(二) 家長場：請家長依學生特質擇適合場次報名參加
場次

簡章別
綜合職能班

1

特殊教育學校

時間
106.11.18(星期六)
09:00~13:00

高中職中度重班
2

一般類科簡章

106.11.26(星期日)
09:00~17:30

地點
市立新北高中
(行政大樓五樓會議室)
市立板橋高中
(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人數
200 名

200 名

註：綜合職能班各校擺攤介紹於新北高中場，時間為 106.11.18(星期六)10：00-13：00。
六、研習課程內容及研習時數
（一）研習課程內容：如附件一。
（二）教師研習時數：依各場次實際參與情形核予研習時數。請參加教師於研習完畢後一
週內自行上網查詢研習時數登錄結果，若有相關疑問請於研習後兩週內向承辦學校
查詢，逾時不受理申復。
七、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請各國中協助轉知說明會訊息及報名方式給家長，如附件二。
（二）請參加教師於 106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前逕至本市特殊教育資訊網報名各場次，
研習名單於 106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逕行公告於上述網址，不另函知。 (網址
https://www.set.edu.tw/actclass/act/default.asp)/新北市特教研習報名處。
（三）研習當日本局同意核予薦派教師公假暨課務派代參加，並核發研習時數 3 小時。自
由參加之教師以公假方式登記出席，惟課務自理，並依實際參與情形核發研習時數。
（四）研習當日將發放本局相關宣導資料，資源有限，請勿浪費；臨時無法出席者，請於
研習辦理日期 3 天前填妥「教育局特教科研習請假單」
，並傳真至承辦學校辦理請假
事宜（假單請逕至本市特教資訊網/資料交流/特教行政/其他下載）。
八、其他
(一) 為響應環保政策，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環保隨身杯。
(二) 請與會人員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九、獎勵
(一) 承辦及協辦學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
處理原則」附表敘獎項目二（二）辦理敘獎。承辦學校：嘉獎1次以6人為限，含主
辦人1人嘉獎2次；協辦學校：嘉獎1次以4人為限，含主辦人1人嘉獎2次。
(二) 各場次工作人員(需依附件四簽到)，予以公(差)假課務派代；如遇假日，於活動後六
個月內補休兩個半天，惟課務自理。
十、本計畫奉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 經費概算如附件五。

附件一
新北市 107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宣導-研習課程內容
一、教師場 11/17(五) 地點：新北高中
時間

內容

主講者/主持

13:00~13:20

報到

承辦學校

13:20~13:30

開場

教育局特教科夏治強科長

13:30~14:00

特教學校/綜合職能班簡章說
明

吳佳容輔導員

14: 00~15:30

一般類科簡章說明

吳佳容輔導員

15:30~15:40
15:40~16:30
16:30~

中場休息
1. 如何選填志願
2. 手冊導讀

承辦學校
石碇高中國中部吳國盈老師
石碇高中國中部傅家珍老師(助)
承辦學校

宣講結束

二、特教組長場 11/24(五) 地點：新莊高中
時間

內容

主講者/主持

13:00~13:20

報到

承辦學校

13:20~13:30

開場

教育局特教科夏治強科長

13:30~14:30

一般類科簡章、特教學校/綜
合職能班簡章說明

顏顯權輔導員

14: 30~15:30

報名資料整理經驗分享

新泰國中陳方盈組長

15:30~15:40

中場休息

承辦學校

15:40~16:30

報名審件原則及案例分享

瑞芳高工江幸芳組長
板橋分區特教中心劉美君輔導員

宣講結束

承辦學校

16:30~

三、家長場-特教學校/綜合職能班 11/18(六) 地點：新北高中
時間

內容

主講者/主持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09:00~09:10

開場

教育局特教科夏治強科長

09:10~10:50

1. 特教學校/綜合職能班簡
章說明
2. 手冊導讀
3. 如何選填志願

顏顯權輔導員

10:50~11:00

中場休息

承辦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介紹

特殊教育學校柯建興主任

綜合職能班介紹

三重商工楊斯涵老師

綜合職能班各校設攤宣導
地點：一樓玄關

各綜合職能班學校

宣講結束

承辦學校

11:00~12:40
10:00~13:00
13:00~

四、家長場-一般類科 11/26(日) 地點：板橋高中
時間

內容

主講者/主持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09:00~09:10

開場

教育局特教科夏治強科長

09:10~10:50

1. 一般類科簡章說明
2. 手冊導讀

顏顯權輔導員

10:50~11:00

中場休息

承辦學校

11:00~12:00

如何選填志願

中華民國學障協會郭馨美女士

12:00~13:00

中午用餐

承辦學校

13:10~14:00

學術群介紹

林口高中許自佑主任

14:00~14:50

家政、藝術、設計群介紹

穀保家商馬旭主任

14:50~15:00

中場休息

承辦學校

15:00~15:50

機械、動力機械、電機電
子、土木建築、海事群介紹

三重商工李文祥主任

15:50~16:40

商業管理、外語群介紹

三重商工李文祥主任

16:40~17:30

農業、餐旅群介紹

淡水商工林佩儀主任

宣講結束

承辦學校

17:30~

附件二

新北市 107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宣導-家長場
家長報名表
為提供家長們瞭解升學資訊及國中畢業後的相關資源，以協助孩子順利銜接至下
一階段，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特別辦理宣導說明會，歡迎您親臨現場參與！
 參加對象：
1.本市國民中學身心障礙應屆畢業身心障礙學生及家長。
2.非應屆畢業擬報名本市 106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學生及家長。
 活動時間及地點：(各學校皆無提供停車位，敬請利用大眾交通工具前往)
時間
報名時間
地點
宣講主題
106 年 11 月 18 日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星期六）
(行政大樓五樓會議室)
09：00-13：00

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 106 年 11 月 10
教班及特教學校簡章 日(星期五)前

106 年 11 月 26 日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星期日）
(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09：00-17：30

高級中等學校一般類科 106 年 11 月 10
簡章說明及職群介紹 日(星期五)前

 參加費用：免費（午餐需自理，不另準備）
 報名方式：擇下列一種方式報名。
1. 本市特殊教育資訊網(http://www.sec.ntpc.edu.tw)─
(1) 首頁/最新消息/行政公告/ 新北市107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宣導說明會家長場報名表。
(2) 點選欲報名場次之報名表網址，填寫相關報名資料並送出完成報名。
2.直接輸入下列網址，填寫相關報名資料並送出完成報名。
(1) 新北市107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宣導說明會(綜合職能班、特
殊教育學校、高中職中重度班簡章) ：
https://goo.gl/forms/5MJhv1edaTjSNl453
(2) 新北市107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家長宣導場(一般類科簡章)
https://goo.gl/forms/vO3NRlvN5nI9LDcA2

附件三
新北市 106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宣導-家長場交通資訊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交通路線圖 校址：241 新北市三重區三信路一號

公車及捷運
1.首都客運 39 路【分子尾(新北高中)─徐匯中學捷運站－台北車站】
2.首都客運 62 路【分子尾(新北高中)─萬華(龍山寺)】
3.首都客運 226 路【分子尾(新北高中)─龍門路－吳興街】
4.首都客運 539 路【分子尾(新北高中)──台北車站)】
5.三重客運紅 9 路【(蘆洲─捷運劍潭站)】
6.三重客運 508 路【蘆洲國中─五華街口(碧華國小)－惇敘高工】
7.三重客運 811 路【蘆洲─新北高中－松山車站】
8.中興巴士 815 路【徐匯中學捷運站─新北高中－士林捷運站】
9.中興巴士 816 路【徐匯中學捷運站─新北高中－士林捷運站－劍潭捷運站】
10.台北客運 926 路【板橋後站─新北高中】
11.大都會客運橘 18 路【三重區進安街─新北高中─蘆洲區九芎街】
12.首都,三重,淡水客運 927 路【八里─徐匯中學捷運站─新北高中】
13.三重,淡水客運 928 路【八里─徐匯中學捷運站─新北高中】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交通路線圖 校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5 號

˙火車：板橋火車站，往文化路方向步行約 10 分鐘。
˙捷運：板南線至板橋捷運站 1 號出口，出站沿文化路向南步行約 3~8 分鐘。
˙公車：附近公車站有「北門街」、「追風廣場」、「綜合運動場」、「捷運板橋
站」及「捷運府中站」，步行約 3~8 分鐘。
相關公車有－88、99、264、307、310、656、701、702、703、805﹝五股－土城﹞、
806﹝蘆洲－板橋﹞、810﹝土城－迴龍﹞、812、840、841、843、910、920、1202
﹝淡海－板橋﹞、1206﹝公西－板橋﹞、藍 33、藍 37、藍 38。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交通路線圖 校址：24217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135 號

附件四
新北市 107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宣導說明會
工作人員（含講師）簽到表
★場次：
學校單位

日期：106 年
職稱

月
姓名

日(星 期)
簽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