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 111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各項作業流程圖 

一、安置特殊教育學校作業流程圖 
 

 

不符合 

 

符合 

學生報到及追蹤 

111/06/26(日)前 
 

退回原國中 

補齊資料 

 

本局完成報名資格審查將 

學生報名表件送至承辦學校 

110/03/03(四)前 

學生向國中報名 

國中完成網路報名 

111/01/21(五)~02/24(四) 

 

公告安置結果，並寄發「安置結果通知

單」至國中(由國中轉發學生家長) 

111/05/27(五) 

國中依分區受理審件時程將 

紙本報名表件送達本局審查 

111/03/02(三)~03/03(四) 

 

 

本市適性安置工作小組 

審查會議 

111/05/07(六) 

承辦學校彙整 

紙本報名表件 



 

 

二、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作業流程圖 

 

 

不符合 

符合 

辦理能力評估 

111/04/16(六) 

 

寄發能力評估結果通知單 

至國中(由國中轉發學生家長) 

111/04/21(四) 
 

本市適性安置工作小組審查會議 

111/05/07(六) 

評估結果複查 

111/04/27(三)中午 12時前 

 

退回原國中 

補齊資料 

 

 

學生報到及追蹤 

110/06/26(日)前 

 

公告安置結果，並寄發 

「安置結果通知單」至國中 
(由國中轉發學生家長) 

111/05/27(五) 
 

寄發參加能力評估通知單至

國中(由國中轉發學生家長) 

111/03/30(三) 

學生向國中報名 

國中完成網路報名 

111/01/21(五)~02/24(四) 

 

本局完成報名資格審查

將學生報名表件送至承

辦學校 

111/03/03(四)前 

 

國中依分區受理審件時程將 

紙本報名表件送達本局審查 

111/03/02(三)~03/03(四) 

 

寄發唱名安置序號通知單 

至國中(由國中轉發學生家長) 

111/04/28(四) 



 

 

三、安置高級中等學校作業流程圖 

 

 
  

不需要 

需要 

符合 

不符合 退回原國中 

補齊資料 

 

晤談作業 

111/04/23(六)

前 

前 

本市適性安置工作小組 

審查會議 

111/05/07(六) 

學生報到及追蹤 

110/07/14(四) 

中午 12時前 
 

公告安置結果，並寄發 

「安置結果通知單」至國中 

(由國中轉發學生家長) 

111/05/27(五) 
 

 

書面審查，必要時辦理晤談 

111/04/23(六)前 

學生向國中報名 

國中完成網路報名 

111/01/21(五)~02/24(四) 

 

 

本局完成報名資格審查將學

生報名表件送至承辦學校 

111/03/03(四)前 

國中依分區受理審件時程將 

紙本報名表件送達本局審查 

111/03/02(三)~03/03(四) 

 



 

 

四、餘額安置流程圖 

 

 
 

 

 

畢(修)業生(含非應屆)向原就讀

國中完成網路報名 

  111/07/11(一)~07/14(四) 

承辦學校彙整特殊教育學校及 

高級中等學校餘額 

111/06/10(五)前 

 

本局完成報名資格審查將學

生報名表件送至承辦學校 

111/07/14(四)前 

退回原國中

補齊資料 

 

本市適性安置工作小組 

審查會議 

111/07/25(一)前 

 

公告餘額安置結果，並寄

發「安置結果通知單」至

國中轉發學生家長

111/07/29(五) 

 

學生報到

111/08/05(五)前 

 

公告餘額安置開缺名額 

111/06/10(五) 

否 

是 

  



 

 

五、緊急及申復流程圖 

 

本局回覆說明 

工作小組召開緊急

及申復小組會議 

接受與否 結束 

是 

否 

函復當事人 

結案 

申復或陳情案 
 

備註: 

1. 工作小組成立緊急

及申復小組。 

2. 成員:家長代表、

專家學者代表、國

高中端代表、特殊

教育學校代表以上

人員，聘請若干人

(5-11)人(奇數)擔

任。 



 

 

 

緊急及重大事件處理方式 

編號 項目名稱 建議處理方式 權責單位 

一 
適性輔導安置簡章內容疑

義 

1. 召開緊急會議，請相關人員研商解決辦

法，報准後以書面通知相關單位或學生

家長。 

2. 透過新聞媒體說明。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1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承辦學校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二 
因天然災害或偶發事件須

延期辦理能力評估 

1. 召開緊急處理會議。 

2. 由教育部國教署適性安置總承辦學校(國

立和美實驗學校)於甄試、評估前一日晚

間 10 時、10 時 30 分、11 時及 11 時 30

分電視新聞播報時宣佈。 

3. 若前一晚 11 時情況正常，未公布延期辦

理能力評估結果，但在翌日清晨發生，

則於清晨 6 時、6 時 30 分、7 時、7 時

30 分及 8 時於各傳播媒體各播放一次延

期辦理。 

4. 承辦學校應派專人收聽廣播、電視，必

要時應主動與適性輔導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密切連繫。 

教育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11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承辦學校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三 

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

或偶發事件須延期公告安

置結果 

1. 召開緊急處理會議。 

2. 由教育局於安置結果公告前一日晚間 10

時、10 時 30 分、11 時及 11 時 30 分電

視新聞播報時宣佈。 

3. 若前一晚 11 時情況正常，未公布延期公

告安置結果，但在翌日清晨發生，則於

清晨 6 時、6 時 30 分、7 時、7 時 30 分

及 8 時於各傳播媒體各播放一次延期放

榜。 

4. 承辦學校應派專人收聽廣播、電視，必

要時應主動與適性輔導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密切連繫。 

教育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適性輔導安置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111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承辦學校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四 

報名表及能力評估工具資

料於運送途中發生事故

（如交通事故或非人為因

素），致使影響安置作業 

1. 報警並請求支援。 

2. 若報名表或相關評估工具資料遺失或毀

損，考量影響安置公平性之程度，召開

緊急會議，研議處理方式或決定是否延

期辦理能力評估。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國立彰化特教學校 

適性輔導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111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承辦學校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五 學生報名基本資料錯誤 聯絡報名學生及相關國中核對資料。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1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承辦學校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六 
報名表所附相關資料與心

測中心資料庫不符 

查明原委後，聯絡報名學生及相關國中依相

關規定辦理。 

適性輔導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111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承辦學校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七 發生重大申訴及緊急事件 召開適性安置工作小組會議研商解決方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1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承辦學校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