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10學年度彈性調整國小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實施計畫 

 

壹、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8條。 

貳、目的：妥善運用現有的教師資源，均衡調配人力，協助各校辦理身心障礙學生教學輔導工作。 

參、對象：臺北市設有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之市立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學校國小部。 

肆、實施方式 

一、身心障礙學生人數眾多，教師人力不足，有支援需求且符合申請支援條件之學校檢附

申請表、課表及相關佐證資料，備文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提出申請，

由本局依支援條件及調整標準審核後辦理。 

二、同校集中式特教班及分散式身心障礙資源班其中之一符合申請支援條件，另一達調整

支援他校標準時，由學校報本局核准後校內自行調整相互支援。 

三、符合申請支援及校內特殊教育班自行調整相互支援之學校，於 110年 6月 4日前向本

局提出申請。達到調整支援他校標準之學校，本局於 110年 6月 11日前通知，學校如

有疑義，須於 110年 6月 18日前以正式公函向本局申復。 

伍、計算基準 

一、在校學生（扣除 109學年度畢業生）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內之 110年 6月 2日之

學生資料為依據；入學新生依 110學年度新生鑑定安置之學生為依據。(110學年度新

生上網通報程序，請依西區特教資源中心網站公告時間辦理) 

二、在家教育學生，學校每月到家關懷 1次以上者，檢附相關紀錄資料證明（如：召開 IEP

會議、到家探訪關懷及由學校主動提供班級活動、升學、輔導等資訊等），每生以 0.5

分加權計算，須擇一類班型加分。 

三、擔任 109學年度鑑定心評諮詢教師，每位教師可依隸屬編制之任教班型總分再加 1分。 

四、推動校園特殊教育團隊運作，提供多樣性的學習場所(如：普通班+資源班+集中式特教

班)服務情形，檢附相關紀錄資料，經審查後酌給予另一班型加分（如：學生學籍為集

中式特教班，則可加分班型為資源班）。 

五、集中式特教班(含特殊教育學校)計分方式每生以 1分計算，嚴重學習功能缺損同時伴

隨視、聽等感官功能嚴重障礙學生，且需大量特教服務者，請提供相關佐證資料，經

審查通過後可再加 0.5分。 

六、分散式身心障礙資源班加權計分方式：經鑑輔會鑑定為確認身心障礙學生或疑似身心

障礙學生，計算方式如下： 

（一）新鑑定個案(非重新鑑定個案)，為 110學年度小一入學新生鑑定安置與 109學年

度第 2學期國小在校生鑑定安置個案，經鑑輔會鑑定為確認身心障礙學生，計分

為 1分；經鑑輔會鑑定為疑似身心障礙學生，計分為 0.75分。 

（二）在校學生(已被鑑定為確認學生)， 不含 109學年度畢業學生，依其於 109學年

度第 2學期接受資源班特殊教育服務節數計算，每位學生加權計分每授課一節為



0.25分。 

（三）重新鑑定個案(兩年內曾被鑑定為疑似學生)，不含 109學年度畢業學生。 

1.依其於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接受資源班特殊教育服務節數計算，每位學生加權

計分每授課一節為 0.25分。 

2.若重新鑑定個案為 5年級未參加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在校學生鑑定，其加權計

分暫不計分，需說明未參加重新鑑定之原因，經審查後才給予計分。 

（四）特殊教育服務節數計算為直接教學節數與入班支援教學節數合計；入班支援教學

之節數每週以不超過四節為原則，入班支援教學係指與普通班教師協調於適當課

程時段進入普通班對學生進行教學或輔導，以協助學生在普通班中之學習參與、

生活適應、情緒管理及人際互動等；其課程應訂定有入班支援教學計畫，包括入

班協同教學、合作教學或提供學習輔導等之具體作法，並應確實記錄每次教學之

內容與時間。 

（五）學生之特殊教育服務節數若每週超過 10節（含 10節），需說明學生特殊教育需

求之原因，並檢附相關課程計畫。 

（六）需大量特教服務之特殊個案，請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如行為功能介入方案、輔導

紀錄等），經審查通過後可再加 0.5至 1分。 

（七）各校如發展特殊教育特色課程與教材研發、配合進行相關研究案，請提供相關佐

證資料，經審查通過後總分可再加 1至 3分。 

（八）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含需重鑑之疑似學生），若有至學籍學校

接受特殊教育課程服務，依接受資源班特殊教育服務節數計算，每位學生加權計

分每授課一節為 0.25分，若無接受資源班特殊教育課程服務，每位學生可加 0.1

分。 

陸、申請支援條件 

一、 集中式特教班(含特殊教育學校)：加權計算後，師生比為 1：5分以上（不含 1：5分）。 

二、 分散式身心障礙資源班：加權計算後，師生比為 1：18分以上。 

柒、調整教師支援他校標準 

一、 集中式特教班(含特殊教育學校)：總分數(含加分)除以 4，小數點後無條件進位為預

估教師數，須調整教師數為教師編制數減去預估教師數。 

【範例：某國小集中式特教班 6班，學生數 41人，無額外加分情形，計算方式為 41 ÷ 4＝

10.25，小數點後無條件進位，預估教師數為 11，須調整教師數為 1人（6班乘以 2師減去預

估教師數 11人）。】 

二、分散式身心障礙資源班：加權計算後學生分數具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五班 10名教師，加權計算後分數低於 110分，調整１名；低於 96分調整 2名。 

（二）四班 8名教師，加權計算後分數低於 84分，調整１名；低於 72分調整 2名。 

（三）三班 6名教師，加權計算後分數低於 60分，調整１名；低於 48分調整 2名。 



（四）二班 4名教師，加權計算後分數低於 36分，調整１名；低於 24分調整 2名。 

（五）一班 2名教師，加權計算後分數低於 12分，調整１名。 

三、各類特殊教育班之人力調整除上述加權計分外，仍會統籌考量各校教師與學生人數比率及

推動校園團隊特殊教育運作，提供多樣性的學習場所(如：普通班+資源班+集中式特教班)

服務情形。 

四、有關特殊地理環境學校及視、聽障重點學校之師資人力，由教育局以專案方式納入考量與  

評估。 

捌、提出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申請時須填寫申請表，並檢附課表，集中式特教班檢附班級課表、

分散式身心障礙資源班檢附教師個人課表。（國小課表格式請參閱附件 1、附件 2、附件 3），

檢附各項資料時需詳實填寫，如經查申報不實，將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玖、調整支援他校之教師由學校特教推行委員會研訂推派機制，同一教師除其自願外，學校不得

連續 2年推派其擔任支援教師。 

拾、支援教師分配作業 

一、由本局於 110 年 7 月 9 日前邀集各接受支援學校及支援教師本人（或支援學校代表），公

開辦理分配作業。接受支援學校應由輔導主任以上(含)人員代表出席。 

二、支援教師有意願支援特定學校時，依其意願分配(前一年度支援教師如擬繼續支援原支援

學校且經該校同意者優先)；當分配有競額情況時，由支援教師公開抽籤方式決定。 

三、支援教師無支援特定學校意願時(含代理代課教師缺額)，由支援教師公開抽籤方式決定。 

拾壹、支援教師調整分配原則 

一、如申請支援之需求人數超過全部可調整之支援教師人數，依申請學校師生比高低順序調整

支援。  

二、如可調整之支援教師人數超過需求人數，依支援學校師生比高低順序酌減調整支援人數。 

拾貳、支援期間：110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止。 

拾參、支援教師如需辦理甄聘，支援學校得委託被支援學校辦理甄聘事宜。 

拾肆、支援教師視同被支援學校之正式教師，其職務併同學校特教教師規劃安排教學與輔導工作。 

拾伍、支援他校之教師其待遇福利、導師費、教材編輯費、差勤、請假、進修、代課、加班、考

核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支援教師視同接受支援學校之正式教師，其職務併同接受支援學校特教教師規劃，安排教

學與輔導工作，相關教學教材及教學輔具得由接受支援學校或原學校提供。 

二、待遇福利：由支援教師向原服務學校支領；交通費之補助，以住處至接受支援學校距離計

算，依現行交通費補助規定辦理。接受支援學校應邀請支援教師參加學校文康活動，支援

教師得就原學校或接受支援學校擇一參加，所需經費由原服務學校支應。 

三、導師職務加給：依接受支援學校實際分配方式處理（於接受支援學校支領）。 

四、教材編輯費：依原服務學校分配方式處理（於原服務學校支領）。 

五、差勤、請假：由接受支援學校負責管理，並於學年度結束後，資料彙送原服務學校。 



六、代課：支援教師若因接受支援學校之需求協助代課，所需之代課費由接受支援學校支應；

若為支援教師辦理請假，每次請假由接受支援學校比照各該校教師之請假代課方式處理，

所需之代課費在一週（五天）以內由接受支援學校支應，超過一週以上，由原服務學校支

應。 

七、進修：以參加原學校之教師進修為原則。 

八、加班費：由接受支援學校支應。 

九、考核：由接受支援學校初核後送原服務學校參考。 

十、專任合格教師於服務期間借調或支援行政機關，仍返校授課實際從事教學工作或擔任本市

特殊教育班巡迴輔導教師者，其借調或支援期間之年資得採計辦理資深優良教師獎勵。 



臺北市 110學年度彈性調整國小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申請表 

                  國小 聯絡人： 電話： 

集中式特教班            班 
教師人數：特教合格教師      人，代理代課教師     人 
專任教師助理員    人 

分散式身心障礙資源班    班 教師人數：特教合格教師      人，代理代課教師     人 

班別 學生數 

特別項目加分 加權計算

總計 

（分） 

1.預估教師數 

總計（    ）分÷4＝（    ）人 

（小數點後無條件進位） 

2.需調整教師數 

教師總數（   ）人 - 預估教師

數（   ）人＝（   ）人 

在家教育學生 

到家關懷 
擔任鑑定心評諮詢教師 

集中式 
特教班 

1 分*（  ）人 0.5分*（  ）人  
鑑定心評諮詢教師 

1 分*（ ）人 
 

分
散
式
身 
心 
障 
礙 
資 
源 
班 

服務學生類型 加權計分 
小計
（分） 

新 
鑑
定
個
案 

確認
學生 

110學年度入學新生與 109學年度在校生新鑑定安置個案 1分 * （   ）人  

疑似
學生 

110學年度入學新生與 109學年度在校生新鑑定安置個案 0.75分*（   ）人  

在
校 
學
生 

確認
學生 

已被鑑定為確認學生（不含畢業生），授課總節數（   ）節 0.25分*（   ）節  

重新
鑑定
個案 

兩年內曾被鑑定為疑似生個案（不含畢業生），授課總節數
（   ）節 

0.25分*（   ）節  

特別項目 
加分 

1.每月 1 次到家關懷在家教育學生加分：0.5分 * (   ) 人 

2.鑑定心評諮詢教師加分：1 分 * (   ) 人 

3.需大量服務之特殊個案：(   )分 

4.教材研發配合研究學校加分：（   ）分 

5.非學校型態學生加分：0.1 *（）分 

 

加權計算總計（分）  

師
生
比 

班別 教師總數 加權後學生總分數 
平均每位教師 
服務學生分數 

集中式特教班   1 ： （      ） 

分散式 
身心障礙資源班 

  1 ： （      ） 

擬申請他校支援教師人數    人 

特教組長 輔導主任 人事主任 校      長 

    

備註： 1.各校除本表外，需檢附課表，課表格式請參閱附件 1、附件 2、附件 3。 

2.計分填表說明請參閱「臺北市 110學年度彈性調整國小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

力實施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