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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單位與社政單位之鑑定說明

�教育部對身心障礙學生分類與身權法新制分類 ICF 因應說明
�身心障礙學生分類其鑑定標準係以教育需求教育需求教育需求教育需求為考量，查鑑定標準除智能障礙 肢
體障礙 多重障礙及自閉症與內政部舊制所訂鑑定標準概同，其他類別障礙鑑定
標準皆較內政部舊制所訂鑑定標準寬，學習障礙及身體病弱未納入內政部舊制所
訂鑑定標準，另查美國現行身心障礙者教育法 IDEA 分類亦採障礙類別分類，
與特殊教育法身心障礙學生分類概同

�目前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及就學輔導，依其障礙類障礙類障礙類障礙類 健康功能缺損健康功能缺損健康功能缺損健康功能缺損及教育需求教育需求教育需求教育需求，
適性安置，提供特殊教育及服務



特殊教育法特殊教育法特殊教育法特殊教育法

102 年 9 月 2 日
•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
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
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
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
者；其分類如下：

一 智能障礙

二 視覺障礙

三 聽覺障礙

四 語言障礙

五 肢體障礙

六 腦性麻痺

七 身體病弱

八 情緒行為障礙

九 學習障礙

十 多重障礙

十一 自閉症

十二 展遲緩

十三 其他障礙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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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者，指下列各款身體
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
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
事 社會工作 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
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
身心障礙證明者：

一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 心智功能

二 眼 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三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四 循環 造血 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

功能

五 消化 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

及其功能

六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七 神經 肌肉 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

八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新新新ICICICIC卡證明卡證明卡證明卡證明
����身心障礙類別及代碼對應表身心障礙類別及代碼對應表身心障礙類別及代碼對應表身心障礙類別及代碼對應表



•例子：教育部與內政部對視覺障礙之鑑定基準對照表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

定
義

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
構造缺損，或機能 生部分或全部之障
礙，經矯正後其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者

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眼球 視覺
神經 視覺徑路 大腦視覺中心)之構造或機能
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治療仍對外界事物無法
」或甚難)作視覺之辨識而言

標
準

1.視力經最佳矯正後，依萬國式視力表
所測定優眼視力未達○．三或視野在
二十度以內

重
度

1.兩眼視力優眼在0.01」不含)以下者
2.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30度程式檢查，平均
缺損大於20DB」不含)者

2.視力無法以前款視力表測定時，以其
他經醫學專業採認之檢查方式測定後
認定

中
度

1.兩眼視力優眼在0.1」不含)以下者
2.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30度程式檢查，平均
缺損大於15DB」不含)者
3.單眼全盲」無光覺)而另眼視力0.2以下」不
含)者

輕
度

1.兩眼視力優眼在0.1」含)至0.2者」含)者
2.兩眼視野各為20度以內者
3.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30度程式檢查，平均
缺損大於10DB」不含)者
4.單眼全盲」無光覺)而另眼視力在0.2」含)
至0.4」含)者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實施計畫

�依據
�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法規

�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聯繫及運作辦法

�目的
�辦理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

�辦理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就學輔導工作



各大專校院資源教室各大專校院資源教室各大專校院資源教室各大專校院資源教室

總召學校總召學校總召學校總召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

鑑定分組鑑定分組鑑定分組鑑定分組 就學輔導分組就學輔導分組就學輔導分組就學輔導分組

分區學校分區學校分區學校分區學校

北北北北1區區區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北北北北2區區區區 臺北 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臺北 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臺北 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臺北 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中中中中1區區區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中中中中2區區區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南南南南1區區區區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南南南南2區區區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13131313所大學特殊教育中心所大學特殊教育中心所大學特殊教育中心所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輔導區輔導區輔導區輔導區)

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視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視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視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視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

淡江大學淡江大學淡江大學淡江大學

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肢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肢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肢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肢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聽語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聽語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聽語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聽語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組織架構



�成員
�本小組置委員13-17名，由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司長就學者專家 教育行政
人員 學校行政人員 同級教師組織代表 家長代表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
員 相關機關」構)及團體代表聘」 )兼之

�本小組委員中，教育行政人員及學校行政人員代表人數合計不得超過半數，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 於三分之一

�本小組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 委員於任期內因故出缺時，得依其專
業領域補聘」 )之，其任期至原任期 滿之日止 機關代表委員應隨其本職
進退

�本小組每年應至 召開二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實施計畫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實施計畫

�任務
�複審鑑定分組所送身心障礙學生鑑定 安置之教育需求評估報告，並提送鑑
輔會審議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就學輔導相關諮詢與支援服務

�實施經費
�由本部相關經費專款支應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實施計畫

�督導考核
�各辦理單位應依本計畫執行工作，並自行實施績效檢核

�各辦理單位應將年度執行情形及成果陳報本部核備

�本計畫各項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

�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視其辦理績效，依相關獎勵規定辦理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分組實施計畫

�依據
�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法規

�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實施計畫

�目的
�辦理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分組實施計畫

�實施對象

大專校院學校在學 籍 身分，並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領有鑑輔會所核 證明之身心障礙學生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 之學生

�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分組組織架構

鑑定分組鑑定分組鑑定分組鑑定分組」」」」七區七區七區七區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

總召學校總召學校總召學校總召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分區學校分區學校分區學校分區學校 共共共共165校校校校

區別 特教中心別 輔導大專校院數

北1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中心

基隆 3校 臺北 26校 除臺北 立大學外 桃園縣12校

新竹縣 8校及金門縣1校，共計50校

北2區
臺北 立大學特殊教育

中心
新北 20校及本校，共計21校

中1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

教育中心
臺中 17校及南投縣2校，共計19校

中2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中心

苗栗縣4校 彰化縣5校 雲林縣3校及嘉義縣 7校，共計

19校

南1區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

中心
臺南 16校及澎湖縣1校，共計17校

南2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中心

高雄 20校及屏東縣8校，共計28校 (103(103年年88月屏東教育大學將月屏東教育大學將

與與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合併與與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合併

東區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

中心
臺東縣2校 花蓮縣5校及宜蘭縣4校，共計11校



102學年度第1學期分區學校學生提報鑑定結果

通過 不通過 放棄 障礙待確認 合計

北一區 1937 9 33 56 2035

北二區 1302 1 9 11 1323

中一區 937 9 8 55 1009

中二區 935 0 28 276 1239

南一區 1086 9 39 0 1134

南二區 1172 0 13 96 1281

東區 368 0 12 4 384

合計 7737 28 142 498 8405



102學年度第2學期分區學校學生提報鑑定預估表

※102學年度學生數資料來源：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103/01/03

區別 各縣」 )
智能障
礙

視覺障
礙

聽覺障
礙

語言障
礙

肢體障
礙

身體病
弱

情緒行
為障礙

學習障
礙

多重障
礙

自閉症
其他障
礙

各縣」 )
總計

各區總
計

北一區

基隆 11 2 5 0 7 5 7 16 4 18 5 80

1747174717471747

臺北 23 63 135 10 262 145 97 92 34 124 77 1062

桃園縣 20 15 32 6 72 23 32 54 16 36 34 340

新竹縣 14 0 7 1 10 6 5 22 2 3 7 77

新竹 4 12 15 0 27 20 11 34 6 21 12 162

金門縣 0 0 1 0 10 1 0 8 2 1 3 26

北二區 新北 40 54 45 4 120 53 44 75 26 76 49 586 586586586586

中一區
臺中 18 35 44 12 161 103 42 80 19 26 62 602

665665665665
南投縣 5 7 8 1 8 10 6 7 1 6 4 63

中二區

苗栗縣 27 6 9 3 14 8 1 50 5 12 6 141

664664664664

彰化縣 27 15 21 0 46 23 14 69 9 13 16 253

雲林縣 9 3 23 1 18 14 4 16 3 6 7 104

嘉義縣 18 4 4 4 14 13 3 39 2 5 6 112

嘉義 12 2 10 0 4 4 2 19 0 1 0 54

南一區
臺南 39 17 87 5 86 63 24 169 15 22 27 554

555555555555
澎湖縣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南二區
高雄 26 22 41 8 136 94 21 89 24 37 51 549

743743743743
屏東縣 19 8 15 8 45 24 11 33 9 15 7 194

東區

臺東縣 0 0 1 2 4 0 2 4 1 2 2 18

207207207207花蓮縣 17 5 8 0 11 13 4 15 7 9 3 92

宜蘭縣 12 1 2 4 19 10 9 18 7 10 5 97

七區總計 341 271 513 69 1074 632 339 909 192 444 383 5167 5167516751675167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分組實施計畫

�組織及任務－總召學校

組織成員：
�召 人

� 1人，由總召學校特殊教育中心主任兼任

�負責統籌 督導與推動工作計畫事宜

�執行秘書
� 1人，由召 人指 該校業務承辦人員兼任

�負責執行各項工作計畫並進行管制與績效考核

�專」兼)任助理
�若干名，執行各項業務及承辦活動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
總召學校聯絡方式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通訊方式通訊方式通訊方式通訊方式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召 人 張正芬
t14002@ntnu.edu.tw
02-7734-5095

執行秘書 陳秀芬
irallene@ntnu.edu.tw
02-7734-5072

本中心講師級助
理研究員

專任助理 黃筱君
hsammy25@ntnu.edu.tw
02-7734-5070

專任助理 陳瑞芬
juifen1006@ntnu.edu.tw
02-7734-5083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分組實施計畫

�組織及任務－總召學校

執行任務 共計11項
1.訂定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年度工作計畫並辦理相關說明會

2.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專業知能研習

3.規劃辦理心理評量人員培訓，並建立心理評量人員資料庫
�102年10月23日至25日 12月14日至16日辦理魏氏智力測驗第三版 成人版

4.協助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評量工具 展 採購事宜

5.督導與協助各分區學校業務推動

6.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相關諮詢服務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分組實施計畫

�組織及任務－總召學校

執行任務 共計11項
7.彙整各分區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 安置及特殊教育需求評估報告初審結
果，並送本部鑑輔小組複審

8.依據鑑輔會審議結果轉知分區學校相關事宜與所需輔導服務
�由教育部 文公告鑑定結果，各校可自行上網查閱，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寄至各分
區，並由分區轉 給各校

9.彙整並建立各分區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資料檔案庫

10.配合特教通報網辦理鑑定工作E化系統規劃

11.檢討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年度工作績效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分組實施計畫

�組織及任務－分區學校

依地理位置設北 中 南 東共七分區

組織成員：
�召 人

� 1人，由分區特殊教育中心主任兼任

�執行秘書
� 1人，由該校業務承辦人員兼任

�鑑定委員
� 5人至15人，分區學校聘請各障礙類別專業人員擔任之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七區聯絡方式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通訊方式通訊方式通訊方式通訊方式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北一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召 人 張正芬
t14002@ntnu.edu.tw
02-7734-5095

執行秘書 陳秀芬
irallene@ntnu.edu.tw
02-7734-5072

本中心講師級助
理研究員

執行秘書 黃筱君
hsammy25@ntnu.edu.tw
02-7734-5070

執行秘書 陳瑞芬
juifen1006@ntnu.edu.tw
02-7734-5083

北二區：
臺北 立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召 人 陳淑瑜
sycheng@utai市ei.edu.tw
02-2311-3040 # 4131
4133

執行秘書 楊勝傑
s市eccen@utai市ei.edu.tw
02-2311-3040 # 4132
4133

中一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召 人 王欣宜
w610517@mail.ntcu.edu.
tw
04-22392801

執行秘書 黃郁茗
silvia1215@gmail.com
04-22183393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七區聯絡方式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通訊方式通訊方式通訊方式通訊方式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中二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召 人 張昇鵬
cs市@cc.ncue.edu.tw
04-7232105 # 1461 1462

執行秘書 黃琳惠
s市edc@cc2.ncue.edu.tw
04-7232105 # 1461 1462

南一區：
國立臺南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召 人 楊憲明
hyang@mail.nutn.edu.tw
06-2133111 # 639 746

執行秘書 陳娟鳳
amai@mail.nutn.edu.tw
06-2133111 # 645

南二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召 人 林素貞
sujan@nknucc.nknu.edu.tw
07-7172930 # 2322

執行秘書 黃獻戊
k@nknucc.nknu.edu.tw
07-7172930 # 1631

東區：
國立東華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召 人 鍾莉娟
lchung@mail.ndhu.edu.tw
03-863-4951

執行秘書 魏文慧
wenhui@mail.ndhu.edu.tw
03-863-4952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分組實施計畫

�組織及任務－分區學校

執行任務 共計7項
1.遴聘學者專家 相關專業人員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
作

2.辦理分區鑑定說明會

3.安排心理評量人員進行施測及相關資料蒐
4.召開鑑定初審會議審議無誤後，將初審結果併同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及特殊教育需求評估報告送交總召學校彙辦
�由特教通報網上傳至分區學校，紙本請各校留

5.彙整並督導區內各校建立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資料檔案
6.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相關諮詢服務
7.依據鑑輔會審議結果轉知各校有關身心障礙學生所需輔導服
務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分區鑑定說明會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北區 北一區與北二區
103年1月16日 四 ～

1月17日 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東區 103年1月20日 一
國立東華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南一區 103年1月23日 四
國立臺南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南二區 103年1月24日 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中區 中一區與中二區 103年1月24日 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分組實施計畫

�辦理方式
�學校應主動或依申請 掘具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經本人 監護人或法定代理
人同意者並由教師協助或依其他法定方式提出申請，由學校特殊教育工作人員
彙整後送交分區學校辦理鑑定初審事宜

�由本人 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或教師協助填寫申請書 附件二 各校應完成
教育需求評估表 附件三 並檢附相關資料」相關輔導紀錄 會議記錄 心理
教育評估結果 醫療診斷等

�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權益，經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或學校一級主管召開
之特殊教育工作會議 評估確有接受鑑輔會鑑定之需求，且監護人或法定代理
人不同意進行鑑定時，學校應通報本部，本部必要時得要求監護人或法定代理
人配合鑑定後安置及特殊教育相關服務

�教育部已 文至各校成立特推會事宜

新提報之疑似身心障礙學生才需檢
附！



�實施流程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作業流程 附件四

� A表

�身心障礙學生安置作業流程 附件五

�工作期程
�鑑定分組工作時程表 附件六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分組實施計畫



102學年度鑑定對象

•上學期

•以大一新生及大四以上 含碩 博生 有身份及爭議
學生為主

•通報網介面有標示優先提報之大二及大三學生

下學期
1.以大二及大三有身份有身份有身份有身份及爭議爭議爭議爭議學生為主
2.上學期未提報之學生
3.新提報之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102學年度鑑定工作--名詞解釋
•有身份學生 具下列其中之一 :

1.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 且在有效期限者 103/3/15前向分區補
齊

2.身心障礙者如有正當理由，無法於效期 滿前申請重新鑑定及需求評
估者，應於效期 滿前附具理由提出申請，經直轄 縣 主管機
關認定具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效期 滿後六十日內辦理 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第14條

目前正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於原證明效期 滿至新證明生效期間，
得經直轄 縣 主管機關註記後，暫以原證明繼續享有本法所定
相關權益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15條)

補充說明:經重新鑑定結果，其障礙程度有變更者，其已依前項規定以原
證明領取之補助，應由直轄 縣 主管機關於新證明生效後，依
新證明之補助標準予以追回或補

3. 領有鑑輔會核 之證明者 」需為國中 含 以上之鑑輔會證明)



102學年度鑑定工作--名詞解釋

•爭議學生 具下列其中之一 :

1.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 或鑑輔會證明之學生，經觀察 輔導 教
育需求評估結果， 現無顯著需求而需重新評估者

2.已有身心障礙學生身分，但要改變障礙類別而需重新評估者



�實施經費
�由本部相關經費專款支應

�督導考核
�各辦理單位應依本計畫執行工作，並自行實施績效檢核

�各辦理單位應將年度執行情形及成果陳報主管機關

�本計畫各項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分組實施計畫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申請書 1

�申請人基本資料

�若已在通報網之學生，輸入身分證 號則已有相關
基本資料，但請再根據學生實際情況作修正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申請書 2

�目前就學狀況

�就讀系級：該生就讀之系/所名稱 全名 就讀年級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申請書 3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申請書 4
�申請特教資格類別

�由申請人 非新增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勾選欲申請之
特教資格類別

�若為疑似身心障礙學生，則由學校業務承辦人根據學
生狀況申請學生之特教資格類別

�類別限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自閉症 情緒行為障礙 學習
障礙 身體病弱 多重障礙 其他障礙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申請書 5
�本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意願書

�意願書部分為本人確認想法後之意向表達，請依照實際意願確實填
寫，並須由本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親自簽名或蓋章確認其意願，
未簽名或蓋章者恕不受理

�未滿20歲與疑似智能障礙之學生，需另有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簽
名

• 學校應確實向學生說明鑑定相關事宜，並由承辦人簽章確認



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聲明書

�聲明書內容

�對象
�自願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
�不願提報鑑定之學生，並經學校多次聯繫而無法取得同意者

�學校應備 聯絡紀錄 如電話 信件 電子郵件 簡訊 親自聯繫
等 ，經多方 多次聯繫仍無法取得學生意願者，建議可以透過行
政程序法第73條 74條 75條所規範之 送達 作業流程辦理 請
參見 行政機關文書送達問答手冊 之相關說明

�學校應上傳證明文件 如 送達通知書 ，經上述程序完備者，
可視同學生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分，並提報鑑輔會



行政程序法第 72 條
•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 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 但在行政
機關辦公處所或他處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於會晤處所為之

•對於機關 法人 非法人之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為送達者，應
向其機關所在地 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 但必要時亦得於會晤之
處所或其住 所行之

•應受送達人有就業處所者，亦得向該處所為送達

行政程序法第 73 條

•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
能力之同 人 受 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前項規定於前項人員與應受送達人在該行政程序上利害關係相反
者，不適用之
•應受送達人或其同 人 受 人 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
收領文書
•時，得將文書留置於應送達處所，以為送達



行政程序法第 74 條

•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 送達地之地方自
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
所 事務所 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 轉交

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

•前項情形，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得將文書寄 於送達地之郵政
機關

•寄 機關自收受寄 文書之日起，應保 三個月



各校業務承辦人於教育部特教通報網申請鑑定，並將申
請清冊核章送往分區學校

分區學校檢核各校資料 檢附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 /鑑
輔會證明與鑑定需求評估表等 ，並將初審會議結果資

料送交總召學校

總召學校將鑑定結果及鑑定證明送達各校，
並副知分區學校

總召學校彙整後，提交至大專校院鑑輔小組複審，並由大
專校院鑑輔小組將結果送至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

鑑輔會審議

適用學生適用學生適用學生適用學生：：：：
一一一一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領有身心障礙證明領有身心障礙證明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手冊手冊手冊
二 領有鑑輔會證明領有鑑輔會證明領有鑑輔會證明領有鑑輔會證明

由本人 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或教師填寫鑑定申請書

1.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 ，且在有
效期限內 最晚需於103/3/15前補
齊 之學生

2.曾經領有鑑輔會證明 採認至國中階
段

AAAA表表表表

填寫完畢後務必在意願書簽名 未滿20
歲，需另有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名

1.1/151/15開始線上系統填報申請
2.2/212/212/212/21----2/272/272/272/27分區審核學校相關資料，並
於期間補齊資料
3.2/282/282/282/28前務必將完整資料送往分區

總召學校直接於網路公告鑑定結果，各
校可自行上網查閱，身心障礙學生鑑定
證明寄至各分區，並由分區轉 給各
校



�大專校院階段安置
工作以多元入學方
式辦理

�大專校院階段重新
安置工作依各校及
各系所轉學或轉系
相關規定或辦法辦
理

�身心障礙學生有轉
系/轉學之需求
時，建議各校應提
供輔導及諮詢

102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安置流程

轉系
通過

轉學
通過

不通過回原系所
或原校就
讀

適用學生：
以多元方式入學 如大專校院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甄試 大專
校院獨招 大學指定科目考

試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等 進
入大專校院就讀之身心障礙學

生

各校業務承辦人更新
學生之特殊教育通報
網資料

各校業務承辦人更新
學生之特殊教育通報
網資料 ，並將資料
轉銜於他校

轉系或轉學
依各校或各系所轉系或轉學相關規定或辦法辦

理



102102102102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222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各校大專校院重要工作時程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各校大專校院重要工作時程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各校大專校院重要工作時程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各校大專校院重要工作時程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重點工作重點工作重點工作重點工作 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工作流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03年
1/151/151/151/15----2/282/282/282/28

102學年度第2梯次身心障礙
學生鑑定申請

由本人 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
或教師填寫鑑定申請書，並向
就讀學校提出申請，通過後彙
整申請表件至分區學校

1.以大二 大三及新增疑似身
心障礙學生為主

2.有進入過通報網之疑似身心
障礙學生

*103年
2/212/212/212/21----2/272/272/272/27

分區檢視各校檢附資料
檢視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
鑑輔會證明之期限，並通知各
校資料是否齊全

各校應補齊相關資料

103年
3/13/13/13/1----3/153/153/153/15

102學年度第2梯次身心障礙
學生鑑定資料蒐 及評估

分區學校彙整並初步審核申請
表件及相關資料 含需求評估
報告

請各校協助並配合蒐 需要之
相關資料

*103年
3/13/13/13/1----3/73/73/73/7

各校線上補件 各校依照補件項目補齊資料
各校逾期則視為資料不全，無
法進入初審會議

*103年
3/153/153/153/15前前前前

補交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
各校將換證後之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 掃描檔E-MAIL至分區

學校承辦人

此區間為第2梯次提報，身心身心身心身心
障礙證明障礙證明障礙證明障礙證明 手冊手冊手冊手冊 即將到期之即將到期之即將到期之即將到期之
學生補齊資料用學生補齊資料用學生補齊資料用學生補齊資料用

103年
3/163/163/163/16----3/253/253/253/25

分區初審會議
分區召開初審會議議決，並將
議決情形彙整送交總召

103年
3/263/263/263/26----4/194/194/194/19

102學年度第2梯次身心障礙
學生鑑定複審與審議

大專鑑輔小組複審與教育部鑑
輔會審議102學年度第2梯次身
心障礙學生

103年
4/204/204/204/20----4/304/304/304/30

102學年度第2梯次身心障礙
學生鑑定申請結果通知

教育部依據鑑輔會審議結果於
通知各校，各校通知學生或家
長

鑑輔會證明由總召寄至各分
區，由各分區轉給各校



提報注意事項

•電腦或網路瀏覽器設定
• 提報鑑定作業為空白或無法操作之狀況，請先至通報網 入畫面之
下方，查詢網路或電腦環境設定

• 上傳資料」如身心障礙證明或鑑輔會證明務必有清楚可辨識的正反面)

•鑑定相關疑問可先瀏覽特教通報網提報鑑定作業
之FAQ，若需 詢分區承辦人，請以E-mail方式
聯繫，並清楚說明問題，以利回覆



•北一區 北二區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
相關網站介紹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市://www.set.edu.tw/

•教育部全國特教資訊網

htt市://www.s市c.ntnu.edu.tw/site

•北一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htt市://web.s市c.ntnu.edu.tw/main.市h市

•北二區：臺北 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htt市://s市eccen.utai市ei.edu.tw/

提報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