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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系統 

一、特教相關專業服務 

可進行專業服務申請、課表瀏覽或排課、到校服務回報、治療師填寫評估建議及行政績效評估填寫等。  

 

1、申請專業服務：選擇學年度及梯次後，點選「新增申請學生」。 

 

彈出新視窗勾選欲申請之項目後點選儲存存檔 

 

新增申請學生後，請於學生列表後方『申請表填寫』欄，點選「填寫」鍵，並於新開視窗中依學生現況及需

求完成該項專業服務申請表格內容。 學生基本資料由系統自動帶出，若資料有誤，請至特教學生-「身障類

學生」更新學生資料。點選「刪除」鍵，即可刪除該生專業服務申請。  



                   臺中市 110 學年度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通報系統教育訓練講義（第伍章 其他系統） 

專業服務 巡迴輔導 教師助理員 交通服務 視障用書 學障有聲書 輔具 

 

80 

 

 

申請表包含 

(1) 基本資料(系統自動帶出) 

(2) 各類組通用轉介表：各欄位請務必依學生需求確實填寫。 

 

2、課表瀏覽或排課：可瀏覽治療師排課情形（申請經審核通過者請各校主動聯繫治療師排課、填寫「評估

表」及「建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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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到校回報：承辦人提醒治療師服務結束後填寫服務記錄，並填報出勤狀況。 

於「出勤狀況」欄點選「填寫」鍵，並於新開視窗中點選出勤狀況後按「儲存」鍵。 

 

 

4、每學期服務開始需提醒治療師填寫「評估表」；學期末服務結束後填寫「評估建議表」。評估建議之各欄

位須完整填寫(畫面顯示已填寫)。 

 

5、行政績效評核：一學期填寫一次，並於畫面上方選擇上學期或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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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師派案※ 

學校依規聘用合格治療師，並至臺中市特教網填寫派案名單。 

路徑：臺中市特教資訊網(http://spec.tc.edu.tw) →E 化專區-特教資料填報→治療師派案-填報網 

點選治療師派案         

 

輸入帳號密碼(同特教通報網)後點選學生姓名，依序填寫治療師姓名及身份證字號。 

 

若該生通

過二項以上專業團隊服務,請依序填寫其他治療師資料,  

※期中若因故更換治療師,請於「姓名」及「身份證」欄位輸入更換後之治療師姓名及身分證字號，將原治療

師姓名貼於下方備註欄、註記更換日期，並請寄 mail 至公務信箱通知資訊組重新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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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為舊版程式,操作本頁時須先完成相容性檢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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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巡迴輔導  

1、申請巡迴輔導 

 

點選正確的申請學期(**年度上學期或下學期) 

 

點選{巡迴輔導} → {申請巡迴輔導} → {新增一筆申請} → 輸入學生身份證字號或姓名。  

※申請之學生必須為通報網的確認個案。 

 

申請表請務必選擇巡迴輔導類別，臺中市需由學校提出申請之班型別分為「視障巡迴輔導(班)」、「聽語障

巡迴輔導班」及「情緒與行為障礙巡迴輔導」等三類型，請務必詳實填寫申請表內容，作為委員審查參考依

據。 

幼兒園與國教階段「不分類巡迴輔導班」以及「在家教育」均由鑑輔會於鑑定或轉安置審查會議核定。 



                   臺中市 110 學年度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通報系統教育訓練講義（第伍章 其他系統） 

專業服務 巡迴輔導 教師助理員 交通服務 視障用書 學障有聲書 輔具 

 

85 

 

(1)請務必填寫該生欲申請之學年度就讀年級。 

 

(2)請務必於【巡迴輔導類別】欄及【巡迴輔導類別二】欄點選申請巡迴輔導類別。 

*臺中市設置巡迴輔導班型為:視障巡迴輔導(班)、聽語障巡迴輔導班、情緒與行為障礙巡迴輔導 

*請勿選擇其他未設之班型,相同巡迴輔導類別，請勿重複點選 

 

(3)【希望輔導內容】及以下相關欄位請務必詳實填寫。 

 

(4)各欄位均填寫完畢後，按畫面下方的【儲存】，即可送出該筆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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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閱輔導日課表/週課表:點選查閱課表選項可檢視月/週/天 課表，點選該堂課時間可瀏覽服務紀錄 

 

 

3、到校輔導回報 

*巡迴輔導到校回報系統已調整為➔該學期結束前完成。(上學期 1/31 下學期 7/31) 

特教業務承辦人點選巡輔老師到校輔導出勤狀況:先以上方篩選功能設定輔導日期區間， 

點選填寫，並依實際狀況點選教師出勤情形。 

(學校承辦人點選出勤狀況，巡迴輔導老師才能於系統產生交通費申請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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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設定到校輔導回報 

 

批次填寫出勤狀況說明： 

1. 批次填寫期間只能選擇 7 天前至今日的節次 

2. 「Step-1 出勤狀況」 與 「Step-2 選擇課程」 為必填內容 

3. 可填寫節次內容不包含 「排定活動」 與 「已申請差旅費」  

 

4、巡迴輔導老師排課及紀錄填寫: 

*新增及編輯排課期限:上課當日後 2 星期內。 

*輔導紀錄填寫期限:上課結束後 2 個月內填寫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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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助理員 

此功能提供教師/學生助理員服務申請，查閱助理服務紀錄內容等。 

1、新增教師助理申請 

 

2、於新開視窗頁面，勾選欲申請服務之學生，並點選最下方 確定 。 

※ 須為特殊教育通報網確認個案方能申請教師助理員或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3、點選學生姓名(藍色字)，填寫服務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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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就學情形：請依序填入該生接受各項特教服務教育情形，包含該班別每週授課節數、課程重點、及

該班的輔導老師姓名…等。 

 

※ 申請助理人員服務時數，可依需協助時段、週次來預估需求時數。並請簡述需助理人服務的重點內

容，完成後點選 確定 ，誤增申請則可點選 刪除此筆申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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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印申請表 

※利用功能鍵（全選、全不選）批次瀏覽或列印，亦可單筆勾選，查閱部分學生服務申請表資訊。 

 

※申請表印出後交由家長簽署同意，並請學校逐級核章後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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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閱助理服務記錄： 

※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需以個人帳號登入系統填報服務記錄。 

 

 

6、教助員派案調查：請學校依規聘用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並至臺中市特教網填報其姓名及相關

資料 (http://spec.tc.edu.tw) →E化專區/特教資料填報 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相關業務填報網站→

教助員派案 

    

輸入帳號密碼(同特教通報網) 

  

點選學生姓名後填寫教助員姓名、身份證字號及聘用方式。若該生有第二位以上之教助員提供服務,請依

序填寫其他教助員資料於下方教助員二、教助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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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號*為必填欄位，填表人完成後請按送出。若教助員有異動時請主動上網修正並 mail 至特教公務信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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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教生交通服務 

1、登入學務系統 左方選單選擇”特教生交通服務 

 

(1)依公文規定選擇正確梯次 

 

(2)選擇欲申請交通費之學生，完後按選擇完畢。 

  

(3) 點選提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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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產生申請清冊，點選”填寫”開始填寫申請表內容 

＊重要提醒：需填寫申請表內容才算完成（超過作業區間該筆申請自動作廢） 

 

填寫完成畫面 

 

(5) 申請表填寫：共分四大項，請逐一填寫，完成後列印並請家長簽章。 

 

  ○1  交通服務申請表單，填寫完畢後請點選列印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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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下學交通環境表單，填寫完畢請點選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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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下學相關能力表現，填寫完畢請點選列印，並交由家長簽名後表件留校備查。 

  

 

○4特教生到校天數，依公文內容核定天數指示輸入到校天數。 

 

(6) 若符果不符者，可於期限內提出申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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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家長無異議者，請於公文規定期限內協助辦理請領作業。 

 

 ○1 請依學生確實上課天數登錄缺課情形（若每個月請假未超過 1/2 者，則以整個月天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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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認無誤後列印補助清冊，並請家長簽名，逐級核章後留校備查。 

 

○3 確認申請金額無誤後，請送領據及支出明細表送局辦理請款作業。 

收到款項後，請務必轉撥給家長，並由家長簽名，留校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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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視障用書、有聲書申請 

※申請作業及注意事項  

1、申請之學生必須為經鑑輔會審查通過之確認個案。  

2、網路作業時程:請依教育主管機關函文，期限內完成相關作業。逾期者無法申請。 

3、新學期：年級請以新學期年級申請，如小四升小五，年級請點選五年級。 

4、 跨教育階段學生申請，請由新安置學校申請。 

 

 (一) 申請用書 

    (1)由清冊產生:點選{視障用書} / {申請作業} / {申請用書}  

       此頁面僅列出本校視覺障礙、多重障礙的學生清單，倘若，非清單中的學生有用書需求時，請點

選{選擇書單}頁面新增一筆申請資料。勾選勾選欲申請的學生後，按『送出申請』，再點選左側

『選擇書單』為每個申請的學生建立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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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申請:若學生姓名未出現於{申請用書}頁面，可點選新增申請。 

  

 

(3)選擇書單 

點選{視障用書} / {申請作業} / {選擇書單} 

 

請點選學生列表後方選擇書單進入，選擇該生預定使用的各科用書之出版廠商及教材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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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書冊下拉選項僅呈現書商於該年度有設定的版本。 若學校確認書商有出版某教材書籍，但未於

下拉選項中出現，請與出版商聯繫，待其設定完成後即可呈現於下拉選項中。 (各科教材請依實際用書

（課本、習作）狀況分開申請，若需申請課本&習作，請二者都勾選。) 

 

設定完成請按確定，如誤增申請亦可按刪除此筆申請，若點選匯出為範本鍵，可將此申請表的書單內容

設定為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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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範本:若有多位學生使用相同教科書，可利用套用範本鍵進行批次書單套用。勾選學生列表後方

「套用書單範本」欄，並點選套用範本鍵；選擇欲套用的範本後點選開始進行套用鍵完成書單套用。 

(4)查閱清冊：點選{視障用書} / {申請作業} / {查閱清冊}  

此頁面可檢視本校學生申請視障用書明的明細資料，包含各類用書到書統計。清冊中的＊號代該科目的

用書種類書籍尚未送達。若實際書已送至，請至{到書回報}頁面回報到書情形。可利用列表上方查詢條

件設定進行快速篩選。 點選列印鍵，可將清冊列印交由相關單位核章、備查。 

 

 

(5)到書回報 

學期開學前一週至開學後第一週，請學校通報承辦人員全面檢覈各類視障用書（大字書、點字書）送書

情形，並上網填報到書情形，未到書之科目務必聯繫出版業者與製作單位於學生開學前完成。（尚未到

書者可先點選暫替方案） 

 

※本年期起各校到書勾選統計提供公開網頁，使用者可自行查詢，務必確實填報。 

※申請截止後,如因故須修改申請之版本、科別、年級等，請務必聯繫教育局特教科並依相關規定申請修

改，以免影響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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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輔具管理系統 

1、輔具帳號管理：由學務系統登入， 

 

2、登入輔具管理系統：於教育部特教通報網登入畫面，輸入各校輔具系統的帳號密碼 

 

3、輔具申請：請依公文規定時間內於系統中提出申請；跨階段新生或領有身心階礙證明但未俱特教身份者可

由「老師申請輔具」選項中提出。 

(1) 學生申請：點選「學校輔具管理」／申請教育輔具 按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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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學生申請,輸入學生姓名或身分證字號後按確定 

                

 

(3) 產生輔具申請表:輔具申請表分為兩大填寫區塊：上方「基本資料」及下方「申請欄位」。 

確認基本資料正確後，請先按下方儲存，以產生本申請表件 

 重要說明：請依公文規定填寫「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申請表」，以紙本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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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申請輔具項目欄位點選新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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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申請項目：填寫希望申請輔具類別及輔具名稱，填寫完後請按儲存 

另教育輔具申請以非消耗品、教育及學習用途為主，個人生活輔具請洽其他相關單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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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學生申請表，如要刪除該筆申請，可由畫面學生姓名點入後，申請表下方點選刪除。 

 

老師申請：若符合以下情形請以校內登錄於特教通報網任一教師代為申請。請點選申請身分欄位下拉式選

單，選擇老師申請。(操作方式請參考學生申請) 

重要說明：此功能針對以下 3 種案例， 

○1 即將入學之跨階段新生，通報網上尚未有該生資料； 

○2 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但未經鑑輔會鑑定為特殊生者； 

○3 轉銜確認個案，例如：原安置單位因故無法即時將個案異動。 

點選「申請與登錄」／老師申請輔具:輸入老師姓名按確定 

         

（提醒：需敘明代申請之學生姓名、年級、障別及需老師代為申請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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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輔具登錄管理 

         

重要說明 

本市輔具補助所購買之輔具，皆由特教資源中心登錄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各校無須登錄。 

說明：1.視障資源班購買之輔具請以學校帳號建置(須完整填寫各欄位) 

        2.如為校內其他經費自行採購之輔具可自行建置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