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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暨特殊教育學校 

109學年度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科課程計畫系統填報操作說明會

實施計畫 

一、 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年 1月 8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70158039號函核定之「特殊教育課程計畫書檢視暨課程評鑑原則研

議規劃實施計畫」辦理。 

二、 目的 

(一)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增進業務承辦人員對特

殊教育課程計畫之撰寫及線上填報作業了解，彙整學校課程規劃

所遇問題，協助解決問題，俾提升各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

教育學校服務群課程計畫書撰寫之知能。 

(二) 檢視並推展全國設有集中式特殊教育班之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特

殊教育課程之運作，辦理檢核措施。 

三、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學校：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四、 辦理時間 108年 11月 4日(星期一) 下午 13：30至 5時 10分 

五、 辦理地點：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台中市烏日區成功西路 300號) 

六、 研習內容：如附件 1課程表。 

七、 參加人員：預計 200名 

(一)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等直轄市政府教育局，

請指派負責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課程計畫承辦人員 1

人參加。 

(二) 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設有集中式特殊教育班之學校，請指派

教務主任、特教組長或特教業務承辦人員 1名參加。 

(三) 國立特殊教育學校，請指派教務主任或教學組長 1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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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主管高級中等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設有集中式特殊教育班之學校，請指派教務主任、

特教組長、教學組長或特教業務承辦人員 1名參加。 

八、 報名方式與接駁事宜 

(一) 請於 108年 10月 31日(星期二)中午 12時前至特殊教育資訊網

報名【https://special.moe.gov.tw/研習報名國教署特教

研習研習名稱「109學年度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課程計畫系統填

報操作說明會」】。 

(二) 參加人員於網路報名務必填妥用膳需求及交通需求，亦可用本實

施計畫附件 2之報名表進行報名。 

(三) 本研習備有專車接駁，請於 108年 11月 4日中午 12:50前至台

中高鐵站 6號出口集合。 

九、 全程參與研習人員核發 3小時研習時數。 

十、 經費 

(一) 辦理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經費支應。 

(二) 參加人員請惠予公差，其往返差旅費由原單位依規定報支。 

十一、研習資訊 

(一) 聯絡人︰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蔡嘉峯主任，聯絡電話﹙08﹚7805510 # 200                           

  林佩君組長，聯絡電話﹙08﹚7805510 # 202 

  宋怡欣助理，聯絡電話﹙08﹚7805510 # 207   

   (二)為響應環保政策，請自備環保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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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暨特殊教育學校 

109學年度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科課程計畫系統填報操作說明會 

程序表 

一、時間：108 年 11 月 4日（星期一）         

二、地點：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 

時間 課程 

主講人 

（引言人） 

對象 

13:15～13:30 報到 
國立屏東特教 

服務團隊 

國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暨

特殊教育學

校(含各直

轄市) 

13:30～13:4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長官 

13:40～15:20 

109學年度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課程計畫 

填報系統說明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祝

仰濤主任 

15:20～15:30 休息時間 
國立屏東特教 

服務團隊 

15:30~16:30 課程計畫檢視原則說明 
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蔡嘉峯主任 

16:30~17:10 課程填報 Q&A及綜合座談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長官 

17:10～ 賦歸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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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暨特殊教育學校 

109學年度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科課程計畫系統填報操作說明會 

報名表 

學校  

名稱 

   

   

職稱  姓名  性別 □男□女 

出生年

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電子 

郵件 
 

聯絡 

電話 
(公)：         （家）：          (手機)： 

膳食  □葷    □素 

接駁 

□搭乘高鐵接駁 (12點 50分於台中高鐵站 6號出口集合) 

□自行前往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 

  (台中市烏日區成功西路 300號) 

備註 
 若無法網路報名，請填妥報名表後，傳真至(08)780-5518，並請來電     

 確認(專案助理：(08)-780-5510分機 207)。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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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服務群特殊教育課程計畫書 

檢視相關注意事項 
 

一、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服務群特殊教育課程計畫書填報請至全國課程計畫填報平台(臺中家商)

進行填報。 

二、服務群特殊教育課程計畫書填報相關訊息皆公告於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最新消息。 

三、有關 108學年度填報常見問題如下： 

Q1：填報系統預設之帳號密碼無法登入，或是登入後部分權限無法顯示，該如何解決? 

    A1：請聯繫學校教學組詢問是否更動預設帳號密碼，並確認是否有開放個別權限。 

Q2：教學大綱之教學內容欄位，系統呈現為 20格，每單元的分配節數需要依照學分數比填寫，  

    可能會有超出 20格的需求，是否可增加欄位? 

    A2：就現有的 20格先行填報，並於 20格內達到系統規範之最高節數，儲存後再行編輯， 

    系統會再新增 10格空白欄位供填寫，再行調整節數即可(每次填完儲存一次皆會生成 10個 

    空白格) 

Q3：有關【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及【課程架構表】檢視中，正常填報後若總學分數及節 

    數計算若出錯，應如何處理? 

    A3：請先檢視學分是否有誤植的情形，若無請至【陸、群科課程表】內將部定必修、校訂 

    必修、校訂選修填寫之學分再重新儲存一次，檢視後學分數及節數應會修正。 

Q4：國立特殊教育學校若設有國中小，需檢附國中小課程計畫書，格式是否與 108學年相同?是 

    否有提供下載處? 

    A4：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國中小格式與 108學年度格式相同，可於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最 

    新消息下載格式。 

四、有關原住民重點學校相關注意事項如下：(可參閱本說明手冊相關資料) 

(一)依據原住民教育法第 28條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柒、八、附則(八)規定略以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原住民重點學校應於校訂課程開設 6學分原住民族語文課程，並得

於假日或寒、暑假實施」，請各原住民重點學校於上傳課程計畫平台前，將原住民族語文 6

學分課程納入 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並同上傳修正後之 108學年度課程計畫，以

利取得課程代碼並向國教署申請相關經費。如有開課相關疑問請加入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族

語文 6學分 Line@洽詢(Line ID：@053qssrv)。 

(二)普、技、綜及各特殊類型班級(含實用技能學程、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建教合作班、

原住民實驗班及原住民藝能班等)皆應於校訂課程內開設 6學分，進修部一期課程實施規範

規定應於校訂課程內開設 4節，至於開課與否，則是學生選修情況並依學校開課方式辦理。 

(三)除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部可將課程開設於彈性學習時間，其餘學校類型仍請將原住民

族語文課程開設在「校訂必修」或「校訂選修-一般科目」(或「多元選修」)，且原住民族

語文課程得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受課程 1.2-1.5倍之限制；有關各類型學校原住民族語文 6

學分開設方式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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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類型 校訂必修 校訂選修-一般科目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時間 

普通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     

綜合型高中     

單科型高中     

各類型特殊班級
(含實用技能學程、建

教合作班、藝才班、

體育班、特教班等) 

    

專班(原住民實驗

班、原住民藝能班) 

    

進修部     

 

(四) 107學年度原住民重點學校(高級中等學校)一覽表(集中式特教班)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中重度班)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市私立啟英高級中等學校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市私立高苑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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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語文領域綱要-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規定： 

1.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學校可依據學生需求與學校發展願景及特色，於校訂課程規劃本土語

文課程。  

2. 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及《原住民族教育法》等相關法令，原住民族地區學校及原住民重

點學校，可依原住民族學生學習需求及民族語言文化差異彈性調整領域學習課程，實施原住

民族教育。其中，原住民族語言課程應列為優先。  

3. 原住民族重點學校/專班應於校訂課程開設6學分原住民族語文課程，並得於假日或寒、暑假

實施。 

原住民重點學校/專班開設原住民族語文 6 學分(進修部 4 節課) 

Q & A    (非原住民重點學校如需開設亦適用) 108.10.24 

 

 

 

 

 

壹、開課前置作業須知 

一、各類型學校開課規範相關 

Q1：請問各類型學校各種學制都要開設 6學分的原住民族語文課程嗎?如選擇在寒暑假或

假日上課，會超過總學分數上限嗎? 

A1：(1)普、技、綜及各特殊類型班級(含實用技能學程、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建

教合作班、原住民實驗班及原住民藝能班等)皆應於校訂課程內開設 6學分，進

修部依其課程實施規範規定應於校訂課程內開設 4節，至於開課與否，則視學生

選修情況並依學校開課方式辦理。 

(2)除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部可將課程開設於彈性學習時間，其餘學校類型仍

請將原住民族語文課程開設在「校訂必修」或「校訂選修-一般科目」(或「多元

選修」)，且原住民族語文課程得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受課程 1.2-1.5倍之限

制；有關各類型學校原住民族語文 6學分開設方式表列如下： 

學校類型 校訂必修 校訂選修-一般科目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時間 

普通型高中 ✓ ✓ ✓ ✘ 

技術型高中 ✓ ✓ ✓ ✓ 

綜合型高中 ✓ ✓ ✓ ✘ 

單科型高中 ✓ ✓ ✓ ✘ 

各類型特殊班級 
(含實用技能學程、

建教合作班、藝才

班、體育班、特教

班等) 

✓ ✓ ✓ ✘ 

專班(原住民實

驗班、原住民藝

能班) 
✓ ✓ ✓ ✘ 

進修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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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上述打✓之可排課時段，皆得於假日或寒、暑假實施。 

(3)學校必須於每週正課35節時間內，於校訂課程中開設6學分原住民族語文課程，因

得於假日及寒暑假上課，選修之學生於正課時間則為空白課程。 

(4)承上，因課程係開設於每週正課35節亦即校訂課程時間內，於假日及寒暑假上課僅

為實施時間之調整，故無超過總學分上限之疑義。 

 

Q2：請問技術型高中如將原住民族語文課程開設在彈性學習時間，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

事項嗎? 

A2：(1)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開設補強性及增廣性彈性學習時間且於備查之學校課程計畫

標註授予學分者，需18週全學期授課才授予學分並產出課程代碼。 

(2)惟須符合「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第7點規定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學習評量辦法」第20條規定辦理，請特別留意依前揭規定，一年級、二年級每週至

多一節；三年級不在此限。另因開設於彈性學習時間，不納入平均成績計算，亦無

法重修補修，學校應依前開規定辦理，並尊重學生意願。 

(3)註冊組應留意評量時段、成績登錄及學分填報等相關作業，避免影響學生權益。 

 

Q3：請問原住民族語文 6學分課程可分別配置在不同年段嗎?不同族群別(方言別)如何開

課? 

A3：是的，原住民族語文 6個學分可依學校課程規劃，配置於一至三年級實施，並依課

程計畫檢視原則規畫辦理；且得依族群別(語別)開班授課。 

 

Q4：請問原住民族語文課程的開班人數有無最低下限? 

A4：(1)為符合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6條及第 29條規定，學校得依學生族群別(語別)需求

評估開班，成班人數不受總綱所定 10-12人限制；惟各校同族群別(語別)、同學

習階段，建議以開設 1班為原則。 

(2)如貴校為經核定之 107學年度至 109學年度偏遠地區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級別包

括「偏遠」、「特殊偏遠」、「極度偏遠」)，則貴校 108學年度開設供一年級學生

選修之課程，其成班人數得依教育部 108年 8月 21日臺教授國字第 1080094501

號函辦理。 

 

Q5：請問專班開課有什麼需要留意的地方嗎? 

A5：(1)專班指原住民族實驗班及原住民藝能班。 

(2)專班開設族語課程時段，以能讓專班學生、全校屬原住民族學生或有興趣學生共

同修習為原則。 

(3)專班開課經費須比照本案經費編列，並包含勞健保、勞退金及交通費(請參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語及英語教學作業實施要點」編

列)，並請於專班經費申請。 

 

Q6：學校已針對 108學年原住民新生進行調查，結果無人有意願參加，是否可以不用開

課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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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依課綱規定，原住民重點學校是「應於」訂課程中開設 6學分，所以課程計畫書

內一定須有原住民族語文課程 6學分之規劃，且經檢視備查，取得課程代碼讓學

生可以選修。 

(2)因應教育部近日預告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修法，未來大專

院校可參採「原住民族群文化學習成果」，在甄選等管道酌予優待，請各校務必

鼓勵學生儘可能選修原住民族語文 6學分課程。 

(3)若學生最後仍無選課，再繳回開課補助經費即可。 

 

Q7：學校 107學年度為原住民重點學校，108學年度為非原住民重點學校，是否仍須(續)

開設原住民族語文課程?  

A7：(1)考量本署重點學校認列期程(每年 12月定案)、各類型學校課程計畫填報期程(每

年 11月填報)、本署經費申請期程(每年 11月申請)、原住民學生學習權益及需

求，請各校暫以本署及地方政府 107學年度認列之重點學校名單為準，於填報

109學年度課程計畫書時，修正 108學年度課程計畫書，以利後續之經費申請，

亦即 108學年度入學學生就學的三年(即指 108到 110學年度)須開設原住民族語

文 6學分課程。 

(2)為保障原住民學生學習權益，本案經費亦開放予非原住民重點學校依相關申請作

業方式及期程申請。 

 

二、課程計畫書撰寫及教材相關 

Q1：請問課程名稱為何?課程名稱能不能以「原住民族語文」呈現，或是呈現「原住民族

語文-阿美語」? 

A1：課程名稱為「原住民族語文-阿美語」(依此類推)。(共計 16語別，包含阿美語、泰

雅語、賽夏語、邵語、賽德克語、布農語、排灣語、魯凱語、太魯閣語、噶嗎蘭

語、鄒語、卑南語、雅美語、撒奇萊雅語、卡那卡那富語及拉阿魯哇語) 

 

Q2：請問原住民族語文有官方教材嗎?如何索取? 

A2：(1)目前原住民族共有 16族計 42種方言別，原住民族語文有一套官方的統編版本教

材，是由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的九階原住民族語言教材，簡稱「九階教

材」，目前九階教材共有 42語，學習手冊與教師手冊共計 756冊課本。另外為使

族語學習者有更多補充教材可以使用，原民會委託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統籌規

劃與編纂原住民族語言教材基礎教材及進階教材，包括字母篇、生活會話篇、閱

讀書寫篇、文化篇等四套，每套 3冊，16族 42語共計 504冊（簡稱「四套教

材」）。 

(2)因本案教材調查及配送時程係每學年度調查(約每年 6-9月)，請先參酌政大原民

中心電子書城電子檔 http://ebook.alcd.tw/資訊，並配合本署函文調查及配送時程辦

理。 

 

Q3：請問課程計畫書裡的科目表/教學計劃表如何撰寫，有範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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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依原住民族語文領綱規定(p.6)，學校的課程除採用學習階段安排外，亦可依照

學生的語文程度級別開課，故可從「族語九階教材」中安排符合學生程度之教材

(可詳參政大原民中心電子書城電子檔 http://ebook.alcd.tw/)。 

(2)因原住民族語文已有教材，故各校於編撰課程計畫書時，僅需於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數表呈現 6學分之配置情形(課程名稱為「原住民族語文-OO語」(請參考

壹、二、Q1之範例)，則不同科不同學期將可產出不同的課程代碼)，並使用公版

之「課程及教學規劃表」酌調後填報，無需額外編寫教學進度表及相關教學計

畫。 

 

貳、經費申請作業須知 

一、開課經費、中教大經費申請系統平台相關 

Q1：請問國教署原住民族語文開課經費的補助項目為何? 

A1：包含講師鐘點費、勞健保、勞退金及交通費。 

 

Q2：公私立學校補助是否相同? 

A2：相同。 

 

Q3：請問直播共學的陪讀經費會列入計算嗎? 

A3：本系統針對實體課程補助經費，陪讀係原住民族委員會直播共學計畫才有，如有需

求請洽原民會。 

 

Q4：原住民實驗班、原住民藝能班申請計畫時已有相關鐘點費申請，須在此系統申請否? 

爾後是否轉至此平台申請經費? 

A4：否，不得重複支領；且專班仍依相關計畫申請。 

 

Q5：開課經費相關費用如何計算? 

A5：(1)鐘點費係以實授實付方式撥付(平日 400元、假日 550元)，勞健保及勞退金部分

請對照勞健保級距表，交通費部分請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

民族語及英語教學作業實施要點」第四點、(二)規定略以：每學期非跨校在一般

地區者新臺幣二千元，偏遠地區者新臺幣四千元；跨校同一鄉（鎮、市、區）者

新臺幣四千元，跨二個鄉（鎮、市、區）者新臺幣五千元，跨三個鄉（鎮、市、

區）者新臺幣六千元，跨四個（含）以上鄉（鎮、市、區）者新臺幣八千元，若

任教學校中有任一校屬於偏遠地區學校者，再加新臺幣二千元。但每人每學期補

助以新臺幣八千元為限。 

(2)承上，如族語老師(教學支援人員)於國中小有授課者，請各校自行留意其勞健

保、勞退金及交通費給付之額度，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勿使其重複支領。 

 

Q6：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計畫申請鐘點費可否轉至此平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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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否，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計畫與原住民族語文 6學分仍可同時申請，但請提

醒學生，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計畫之原住民族語文學習並無學分，將來無法

進入學習歷程檔案修課紀錄，亦較難納入未來大專在甄選等管道酌予優待所參採之

「原住民族群文化學習成果」，請各校務必鼓勵學生儘可能選修原住民族語文 6學分

課程。 

 

Q7：原住民族實驗班或藝能專班計畫中未申請交通費，可否於此平台申請族語老師的交

通費? 

A7：二者計畫不同，如有需求仍請於專班計畫中一併申請。 

 

Q8：請問此平台與課程計畫填報平台有一樣嗎? 

A8：不一樣，此經費申請平台係由國教署原特組委託臺中教育大學建置，讓各校申請原

住民族語文 6學分開課經費 (https://ipse.ntcu.edu.tw/admin/login)用；而課程計畫填報平

台為國教署高中職組委託宜蘭高中(普)、臺中家商(技)及溪湖高中(綜)所設，審查

通過後並由臺中家商產出課程代碼，因此二者不可混為一談。 

 

Q9：請問原住民族語文 6學分開課經費可以在高中職組委託台南二中的新增鐘點費平台

申請嗎? 

A9：(1)學校如於原住民族語文 6學分開課經費平台申請經費核可後，請以本案經費執

行。 

(2)先前已於台南二中新增鐘點費平台申請者，請務必繳回因原住民族語文課程而獲

得的新增鐘點費補助；原住民族語文 6學分課程未來將採每學年補助一次之方式

(自 109學年度起之高一及高二學生)，目前因課綱甫上路，108學年度第一學期

先以公文方式申請及撥補，108學年度第二學期起將請各校配合至臺中教育大學

所建置之經費申請網站填報(詳細申請期程及補助期程請參考 Q10)。 

 

Q10：請問 108學年度第二學期起的經費申請期程為何? 

A10：族語課程師資經費申請期程如下： 

(1)學校申請期程為 108年 11月 1日至 108年 11月 15日。 

(2)縣市審核期程為 108年 11月 18日至 108年 12月 2日。  

(3)國教署審期程期 108年 11月 18日至 108年 12月 20日。 

(4)學校列印經費表期程為 108年 12月 21日至 108年 12月 31日。 

(5)署轄學校及各縣市檢附相關經費表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經費申請

表報署申請經費期程：109年 1月 6日至 109年 1月 24日。 

(6)於寒暑假開課者，請注意開課學期別。(8月至 1月為第一學期，2月至 7月為第

二學期) 

(7)本案經費配合會計年度方式補助，補助期程為每年 2月 1日至隔年 1月 31日，

請學校配合上述申請期程預為妥善安排。 

 

Q11：請問國教署對各縣市政府所屬學校的補助比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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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語及英語教學作業實施要點」第四

點、(四)對地方政府主管之學校，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

規定，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給予不同補助比率，未足額補助之經費由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編列分攤款因應。第一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七十；第二級

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第三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三；第四級者，最高補

助百分之八十五；第五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九十。地方政府應編足相對分擔款。 

 

Q12：請問主從聘學校如何認定? 

A12：因主聘學校需支付除鐘點費以外之勞健保及交通費，故有關主聘學校之設定基準原

則上亦尊重各校做法，並參採節數多寡、學校間協調、當事人(族語老師)指定之順

序決定，並於系統中預為設定，將可加速開課經費補助之流程。 

 

Q13：如開課後，並無學生選修原住民族語文課程，是否就不用申請經費了? 

A13：是的，若貴校有此情形，請來函告知本署無須補助。 

 

Q14：請問填報經費系統的帳號怎麼申請? 

A14：進入填報經費系統網址(https://ipse.ntcu.edu.tw/admin/login)後，請注意須使

用 Google瀏覽器，並以本署公文文號做為系統開通權限之依據，如先前已申請帳

號填報過 6學分開設狀況，則仍可繼續使用相同帳號填報經費申請資料；並可依學

校內各類學制(普、技、綜、各類型特殊班級及進修部等)承辦人之不同，各自申請

帳號進入填報。 

 

Q15：請問系統有暫存功能嗎?可以一次填報多班嗎? 

A15：有暫存功能，惟填報完成後按「最終送出」，則不可再修改；並須依操作手冊，以

每一族語班為單位，每班各填報一次。 

 

Q16：如果我們學校把 108學年度入學新生的 6學分都開在 110學年度(即學生高三的時

候)，是否就可以不用在本次申請相關經費? 

A16：是的，本經費係依會計年度申請，本次開放填報 109年(亦即 109年 2月 1日至 110

年 1月 31日)各校所需之經費，即 108學年度第二學期及 109學年度第一學期之經

費，請各校特別留意。 

 

Q17：為符合學校端申請經費之期程(108年 11月 1日至 108年 11月 15日)，如屆時師資

尚未確定，師資資料應如何填寫? 

A17：經費填報系統內已設計「待聘」之選項，供各校於尚未確定師資前申請經費用；惟

請務必於開學前確定師資，以確保學生學習權益。 

 

二、師資相關 

Q1：請問原住民族語課程師資有什麼資格條件限制，要到哪裡找合格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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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原住民族語課程師資須具備下列二項資格：①參加原民會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能

力認證，取得能力證明(高級以上合格證書)；②參加族語支援教學人員研習取得

研習證書者。③原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甄選，無合格人員報名或合格人員經

甄選未通過者，得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聘任具備原住民語文專長

之地方耆老或相關人士擔任。 

 (2)可先以搜尋族語教學支援人才庫等方式查找，因族語教師資料涉及個資，請加

入「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族語文 6學分業務資訊區」(Line ID為@053qssrv)洽

詢，並請善盡個人資料保管責任。 

 (3)可洽詢各區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 

 

  

 

 

 

 

 (4)原住民族委員會有直播共學計畫，惟因 108學年度之申請期程已結束，爾後如

有需求，請洽詢原民會。 

(5)為滿足教學現況需求，並保障原住民族學生學習權益，仍請各校務必優先聘任合

格之原住民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擔任族語教學工作；若確有困難無法聘任，為應

教學需要，同意依立法院 108年 5月 24日三讀通過之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35條

規定，聘任耆老或相關人士進行教學。 

總中心/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https://icdwc.ntcu.edu.tw/，04-22183057 

西區中心/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https://icdwc.ntcu.edu.tw/，04-22183051 

宜花中心/國立東華大學 http://www.icdc-yh.ndhu.edu.tw/bin/home.php，03-8635782 

南區中心/國立屏東大學 http://www.icdc.nptu.edu.tw/bin/home.php，08-7663800#35512 

臺東中心/國立臺東大學 https://www.facebook.com/TISDCC/，089-51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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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服務群課程計畫 

調整申請表 
說明： 

1.請將本表填寫後核章作為發文之附件，正本：主管機關(國教署、市政府教育局或計畫核定機關)、

副本：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若主管機關為縣市政府，副本請加國教署。 

2.課程計畫填報期間，申請調整發文正本:臺中家商(原民實驗班、實驗班、特招班等特殊類型除外) 
3.直轄市所轄學校請依主管機關指示辦理。 

4.「調整內容」請條列並請填報「調整原因」，列數不足請自行增列。 

學校代碼 ○○○○○○ 學校名稱 ○○○○○○ 

修正項目 調整內容 調整原因 

適性分組、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 

科目名稱 開設科別 開設年段 
調整項目 

(請條列) 

 

(例) 

國語文 

全校各科 第一學年 適性分組 ○○○○ 

     

新增校訂 

選修科目 

(例) 

商業實務 
商經科、國貿科 

第一學年第二學

期 

1.2 學分 

2.與原開設科目

○○○同群跨科

3 選 1 

○○○○ 

     

新增彈性 

學習時間 

科目 

(例) 

原住民族語

文-布農語

(彈性) 

全校各科 第二學年 

1.增廣型課程 

2.每週 1 節/18 週 

3.授予學分 

○○○○ 

(例) 

簡易水電維

修 

全校各科 
第二學年第二學

期 

1.增廣型課程 

2.每週 1 節/6 週 

○○○○ 

     

課程計畫內

容錯漏字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內容  

1.請條列 

2.請註明章節位置 

 

科目學分調

整對開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  長 

電話：○○-○○○○轉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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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署長 彭富源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署長 許麗娟

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署長 戴淑芬

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任秘書 王鳳鶯

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

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組長 蔡志明

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

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副組長 林琴珠

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

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專門委員 劉由貴

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

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科長 何采盈

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

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視察 洪子絜

1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

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秘書 王勛民

1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

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商借教師 張鳳誼

1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

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專案助理 吳政庭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長官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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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 服務單位 姓名 職務名稱

1 台北市 市立士林高商 陳婉寧 特教組長

2 台北市 市立內湖高工 林宴如 組長

3 台北市 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凌鈺涵 組長

4 台北市 市立啟智學校 廖雯玲 班級導師

5 台北市 市立大安高工 黃詩姍 特教組長

6 台北市 市立啟明學校 章金德 主任

7 台北市 市立木柵高工 曾鴻毅 組長

8 台北市 市立啟明學校 王晴雯 主任

9 新北市 市立新北高工 許銘容 專（科）任教師

10 新北市 市立鶯歌工商 江怡璇 特教組長

11 新北市 市立樹林高中 洪依慧 組長

12 新北市 私立能仁家商 洪妙宜 組長

13 新北市 市立光復高中 邱妤芳 組長

14 新北市 市立瑞芳高工 曾聖文 班級導師

15 新北市 市立泰山高中 詹貽甯 特教業務承辦人

16 新北市 市立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張琬昀 組長

17 新北市 市立三重商工 王子華 特教組長

18 新北市 新北市教育局 洪雅玲 特教業務承辦人

19 基隆市 國立基隆商工 謝德全 特教組長

20 基隆市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洪玉真 主任

21 基隆市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朱姿安 組長

22 基隆市 國立基隆海事 吳怡慧 班級導師

23 桃園市 桃園市清華高中 沈素珍 特教組長

24 桃園市 桃園市啟英高中 林家慶 特教組長

25 桃園市 國立中壢高商 李佳樺 特教組長

26 桃園市 國立北科大附屬桃園農工 胡曼莉 特教組長

27 桃園市 私立成功工商 林惠君 特教組長

28 宜蘭縣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李嘉羚 組長

29 宜蘭縣 國立頭城家商 林育鼎 特教組長

30 新竹縣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陳慧彥 組長

31 新竹縣 國立竹北高中 謝侑容 班級導師

32 新竹縣 私立東泰高中 林佳秀 班級導師

33 新竹縣 私立仰德高中 范文玲 主任

34 新竹市 私立光復高中 連惠雯 特教業務承辦人

35 新竹市 私立世界高中 戴玉容 特教業務承辦人

36 新竹市 國立新竹高工 周芳如 特教組長

37 花蓮縣 國立玉里高中 廖佳音 特教組長

38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農 倪美華 特教組長

39 花蓮縣 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林淑芬 主任

40 苗栗縣 國立大湖農工 張淑芬 特教組長

41 苗栗縣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張馨云 組長

42 苗栗縣 國立苗栗農工 陳幸榆 特教組長

43 苗栗縣 國立大湖農工 黃瓊慧 組長

 參加人員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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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苗栗縣 私立大成高中 謝豐檡 主任

45 台中市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林筱茹 特教業務承辦人

46 台中市 國立興大附農 陳學津 輔導員

47 台中市 市立臺中啟明學校 江幸芳 其他組長

48 台中市 市立臺中高工 程雲程 特教組長

49 台中市 市立臺中啟明學校 黃懿華 主任

50 台中市 市立豐原高商 洪士涵 特教組長

51 台中市 市立大甲高工 陳芷莉 特教組長

52 台中市 市立沙鹿高工 巫曉雯 特教業務承辦人

53 台中市 市立臺中啟聰學校 王敬儒 主任

54 南投縣 國立竹山高中 詹惠鈞 特教組長

55 南投縣 國立南投高商 鄒雪苔 特教組長

56 南投縣 國立草屯商工 黃眞眞 特教組長

57 南投縣 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蕭羽君 組長

58 南投縣 國立水里商工 林鈺清 特教組長

59 南投縣 國立埔里高工 黃璽璇 特教組長

60 彰化縣 國立彰化高商 丘麗珍 特教組長

61 彰化縣 國立北斗家商 陳怡均 特教組長

62 彰化縣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林筱雯 組長

63 彰化縣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郭薇茜 組長

64 彰化縣 國立員林家商 劉映伶 特教組長

65 彰化縣 國立員林農工 黃馥珍 特教組長

66 彰化縣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許家瑞 其他組長

67 雲林縣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許凰停 其他組長

68 雲林縣 國立虎尾農工 陳怡佳 特教組長

69 雲林縣 財團法人義峰高中 莊惠智 其他組長

70 雲林縣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劉仁傑 主任

71 雲林縣 國立北港農工 王筱晴 特教組長

72 雲林縣 私立大德工商 吳素文 特教組長

73 嘉義市 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陸澤聿 組長

74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工 黃藍玉 專（科）任教師

75 嘉義縣 國立民雄農工 侯佳婷 特教組長

76 台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徐筱婷 組長

77 台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陳杉吉 主任

78 台南市 私立崑山高中 陳嘉弘 主任

79 台南市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鄭佑祥 專案助理

80 台南市 國立曾文農工 劉持均 特教組長

81 台南市 國立北門農工 黃郁媚 特教組長

82 台南市 國立臺南高商 蔡采薇 特教組長

83 台南市 私立新榮高中 李菁 特教組長

84 台南市 國立新化高工 林昭吟 特教組長

85 台南市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施淳仁 主任

86 高雄市 私立高苑工商 陳靜芬 主任

87 高雄市 私立三信家商 吳秋慧 特教組長

88 高雄市 國立鳳山商工 張嘉容 專（科）任教師

89 高雄市 市立三民家商 蘇微真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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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高雄市 成功特殊教育學校 鄭琇 主任

91 高雄市 私立中山工商 簡康妮 特教業務承辦人

92 高雄市 成功特殊教育學校 劉寶綉 組長

93 高雄市 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劉又綺 班級導師

94 高雄市 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張雨微 組長

95 高雄市 私立立志高中 李秋紅 特教組長

96 高雄市 私立旗美商工 溫宏榮 主任

97 高雄市 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江欣庭 組長

98 高雄市 市立中正高工 謝美慧 特教組長

99 高雄市 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李又華 主任

100 高雄市 私立樹德家商 陳郁茹 專（科）任教師

101 高雄市 私立樹德家商 賀信融 特教組長

102 台東縣 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許元欣 專（科）任教師

103 台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張晏慈 組長兼特教教師

104 屏東縣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林佩君 其他組長

105 屏東縣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蔡嘉峯 主任

106 屏東縣 國立屏東高工 洪麗雅 特教組長

107 屏東縣 私立日新工商 王子涵 組長

108 屏東縣 國立佳冬高農 林為羚 特教組長

109 金門縣 國立金門農工 張憶瑜 特教組長

110 澎湖縣 國立澎湖海事水產 林雪銀 特教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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