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    

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申請暨實施要點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申請暨實施要點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申請暨實施要點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申請暨實施要點    
105 年 07 月 07 日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 
105 年 10 月 06 日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 

一、依據： 

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訂定「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

輔導中心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申請暨實施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二、目的： 

為增進身心障礙學生校園生活及學習適應，及提升助理人員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服務品質，

擬定本要點。 

三、申請資格與流程： 

（一）協助個別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 

1.具本校學籍，領有鑑輔會證明(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學生，初次申請者請於每學期

開學後三週內提出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之申請，並應檢附「助理人員需求申請書」

（附件一）及「助理人員資料表」（附件二），先由導師評估申請後交由資源教室輔導

人員評估，再請學輔中心主任核定，並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同意任用之。 

2.前項身心障礙學生欲於次學期再申請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於每學期期末考結束前

三週內或於每學期開學後三週內提出申請，並應檢附「助理人員需求申請書」（附件

一）。 

3.申請者得自行尋找助理人員，或由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協助尋找。 

4.輔導人員須請班級導師了解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學習、生活適應等情形，評估擔任

助理人員之適當性，如導師認為不適合擔任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請協助安排合適

之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 

5.助理人員服務應以學期為單位，於學期中途取消者不遞補，待新學期開始後另行安排。 

（二）協助資源教室學生各項庶務之助理人員 

     1.具本校學籍學生，有熱心、細心、耐心等特質及相關身心障礙學生服務經驗且以他人

推薦為優先，可附證明及相關資料。 

     2.請於每學期期末考結束前三週內或於每學期開學後三週內提出申請，並應檢附「協助

資源教室學生各項庶務助理人員」申請表」（附件四）及「助理人員資料表」（附件二），

交由資源教室輔導人員評估後，再請學輔中心主任核定，並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

議通過後同意任用之。 

     3.助理人員服務應以學期為單位，於學期中途取消者不遞補，待新學期開始後另行安

排。 

四、助理人員任用人數: 

  1.本校身心障礙學生與助理人員人數任用比例，得依該學期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比例

5:1 計算 (依「教育部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補助基準表項

目一: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費」實施)。 

2.協助個別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數佔前項任用比例人數 2/3，協助資源教室學生各項

庶務之助理人員數則佔前項任用比例人數 1/3。 



五、助理人員服務規則： 

（一）經輔導人員評估後，助理人員需依申請同學需求，提供報讀、錄音、生活照顧、課業、

活動、電腦即時打字，筆記抄寫、資源教室輔導身心障礙學生之各項業務等協助。 

(二）助理人員除於平時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外，應參與資源教室辦理之學生輔導活動以協助

身心障礙學生。 

(三）助理人員應出席資源教室辦理之助理人員會報。 

六、助理人員服務費支給規定如下： 

       服務費金額 

服務項目 
服務費(月) 

       服務費金額 

服務項目 
服務費(月) 

電腦即時打字 

生活自理協助 
9,000 活動參與 6,000 

筆記抄寫 8,000 
錄音 

課業相關事項提醒 
5,000 

報讀 7,000 
協助資源教室學生各項庶務 

其他協助 
4,000 

註：前服務項目為單一主項目，若助理人員服務項目有 2 項以上者，以最

高服務費金額支給。 

七、助理人員服務考核： 

（一）助理人員經考核後表現優良者，於新學期初第一次助理人員會報發給服務證明以玆鼓

勵，考核表如附件三。 

（二）服務期間，助理人員應適時反映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情形，每週至資源教室簽到且填寫

服務週誌，並應出席資源教室舉辦之 1場助理人員會報，1場助理人員研習會報及 2

場學生輔導活動以上，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活動之參與。 

八、身心障礙助理人員服務費之給付，其經費來源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

障礙學生實施要點」之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費項下支應。 

九、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助理人員需求申請書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助理人員需求申請書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助理人員需求申請書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助理人員需求申請書 

一一一一、、、、身心障礙學生填寫部分身心障礙學生填寫部分身心障礙學生填寫部分身心障礙學生填寫部分                                                                                    請勾選請勾選請勾選請勾選：：：：□□□□初次申請初次申請初次申請初次申請        □□□□再次申請再次申請再次申請再次申請    

申請人  
學

號 
 

部

別 
 

系科/ 

班級 

                系/科/所 

     年    班 

特教障礙類別 
(請參閱鑑輔會證明) 

 

協助需求項目

勾選 

□電腦即時打字 □筆記抄寫 □生活自理協助 □課業相關事項提醒 □錄音 

□活動參與 □報讀 □其他協助:                        

申請 

學年度/學期 
學年度     學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二二二二、、、、助理人員填寫部分助理人員填寫部分助理人員填寫部分助理人員填寫部分（（（（請檢附請檢附請檢附請檢附「「「「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之資料表之資料表之資料表之資料表）））） 申請人員數申請人員數申請人員數申請人員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人人人（（（（輔導人員填寫輔導人員填寫輔導人員填寫輔導人員填寫））））    

姓名  
學

號 
 

部

別 
 

系科/ 

班級 

               系/科/所 

     年    班 

聯絡

方式 

1.手機:                             

2.LINE ID:                          

姓名  
學

號 
 

部

別 
 

系科/ 

班級 

               系/科/所 

     年    班 

聯絡

方式 

1.手機:                             

2.LINE ID:                          

姓名  
學

號 
 

部

別 
 

系科/ 

班級 

               系/科/所 

    年    班 

聯絡

方式 

1.手機:                             

2.LINE ID:                          

助理人員助理人員助理人員助理人員

服務說明服務說明服務說明服務說明    

1.1.1.1.需於學期期間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課業需於學期期間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課業需於學期期間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課業需於學期期間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課業、、、、生活適應等事項生活適應等事項生活適應等事項生活適應等事項。。。。    

2.2.2.2.每週須到資源教室簽到並填寫服務週誌每週須到資源教室簽到並填寫服務週誌每週須到資源教室簽到並填寫服務週誌每週須到資源教室簽到並填寫服務週誌。。。。    

3.3.3.3.應出席資源教室舉辦之應出席資源教室舉辦之應出席資源教室舉辦之應出席資源教室舉辦之 1111 場場場場助理人員會報助理人員會報助理人員會報助理人員會報，，，，1111 場場場場助理人員研習會報及助理人員研習會報及助理人員研習會報及助理人員研習會報及 2222 場場場場學生輔導學生輔導學生輔導學生輔導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以上以上以上以上，，，，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活動之參與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活動之參與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活動之參與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活動之參與。。。。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請協助了解在班級中助理人員學習表現情形適不適合擔

任，如不適合，煩請協助安排合適同學。 

請勾選：□適合擔任 □不適合擔任，請說明: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經評估，該生需要之協助項目為： 

□電腦即時打字 □筆記抄寫 □生活自理協助 □課業

相關事項提醒 □錄音□活動參與 □報讀 □其他協助: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學輔中學輔中學輔中學輔中

心主任心主任心主任心主任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業經    年    月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

過，並經     年    月    日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105.10.20105.10.20105.10.20105.10.20 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附件一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助理人員資料表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助理人員資料表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助理人員資料表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助理人員資料表 

 

姓名  
學

號 
 

手機

號碼 
 

部別  系科/班級 
               系/科/所 

    年    班 

領取服務費

方式 

(請擇一) 

□匯入第一銀行帳戶（請將存摺影本黏貼下方） 

□領取支票 

「「「「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影本正面黏貼處影本正面黏貼處影本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影本反面黏貼處影本反面黏貼處影本反面黏貼處影本反面黏貼處    

「「「「學生證學生證學生證學生證」」」」影本正面黏貼處影本正面黏貼處影本正面黏貼處影本正面黏貼處    

    

「「「「學生證學生證學生證學生證」」」」影本反面黏貼處影本反面黏貼處影本反面黏貼處影本反面黏貼處    

「「「「第一銀行第一銀行第一銀行第一銀行」」」」存摺影本黏貼處存摺影本黏貼處存摺影本黏貼處存摺影本黏貼處    

105.10.20105.10.20105.10.20105.10.20 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附件二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期助理人員服務考核表學期助理人員服務考核表學期助理人員服務考核表學期助理人員服務考核表    

姓名  系科/班級 系/科/所    年   班 

學號  
服務身心障
礙學生姓名 

 

會報 

出席情形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會報出席總計 

□出席會報 

□未出席 

□出席會報 

□未出席 

□出席會報 

□未出席 

□出席會報 

□未出席 

出席_____次 

未出席____次 

每週簽到

情形 

(助理人員填寫) 

週次 簽到 週次 簽到 

1  10  

2  11  

3  12  

4  13  

5  14  

6  15  

7  16  

8  17  

  統計 簽到______次  未簽到_____次 

學生輔導

活動協助

情形 

(助理人員填寫) 

日期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名稱 

    

    

    

繳交週誌

情形 

(輔導人員填寫) 

★雙週繳回資源教室，單週取回。 

週次 繳回請打勾 週次 繳回請打勾  

2  12  

4  14  

6  16  

8  
統計 

繳回______次 

未繳回_____次 10  

考核結果 
(輔導人員填寫) 

項目 檢核 項目 檢核 

 2 場以上會報出席  每週簽到  

2 場以上學生輔導活動協助  繳交週誌  

均完成 3 項以上方可核發服務證明 輔導人員簽章  

105.10.20105.10.20105.10.20105.10.20 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附件三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    

「「「「協助資源教室學生各項庶務助理人員協助資源教室學生各項庶務助理人員協助資源教室學生各項庶務助理人員協助資源教室學生各項庶務助理人員」」」」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 

申請 

學年度/學期    
學年度     學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助理人員填寫部分助理人員填寫部分助理人員填寫部分助理人員填寫部分    （（（（請檢附請檢附請檢附請檢附「「「「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之資料表之資料表之資料表之資料表））））    

一一一一、、、、基本基本基本基本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姓名        學號  
手機

號碼    
    

部別     系科/班級    
系/科/所 

    年    班    

二二二二、、、、他人推薦他人推薦他人推薦他人推薦    

推薦人 
  

職稱 
 

單位   

推薦原因 

(請說明) 

 

助理人員服務助理人員服務助理人員服務助理人員服務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1.1.1.學期期間學期期間學期期間學期期間應應應應協助協助協助協助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資源教室值班資源教室值班資源教室值班資源教室值班等事項等事項等事項等事項。。。。    

2.2.2.2.每週須至資源教室簽到並填寫服務週誌每週須至資源教室簽到並填寫服務週誌每週須至資源教室簽到並填寫服務週誌每週須至資源教室簽到並填寫服務週誌。。。。    

3.3.3.3.應出席資源教室舉辦之應出席資源教室舉辦之應出席資源教室舉辦之應出席資源教室舉辦之 1111 場助理人員會報場助理人員會報場助理人員會報場助理人員會報，，，，1111 場助理人員研習會報及場助理人員研習會報及場助理人員研習會報及場助理人員研習會報及 2222 場場場場

學生輔導活動以上學生輔導活動以上學生輔導活動以上學生輔導活動以上，，，，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活動之參與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活動之參與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活動之參與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活動之參與。。。。    

輔導人員輔導人員輔導人員輔導人員    

請協助勾選助理人員適合擔任與否，並說明原因: 

□適合擔任 

□不適合擔任，原因:                       

經評估，助理人員需要之協助資源教室項目為： 

□教導資源教室學生使用電腦 □帶領資源教室學生認識環境及處室 

□協助資源教室學生加退選   □協助資源教室學生平時課堂學習如錄影 

□其他交辦事務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人人人人員員員員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學輔中心學輔中心學輔中心學輔中心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業經    年    月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並經     年    月    

日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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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