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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Q&A 

Q1、招生對象年齡、障礙類別為何？招收科別？(負責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分機：1203) 

A： 

 一、學前部： 

  （一）2足歲至未滿 6足歲身心障礙幼童(經鑑輔會評估安置)。 

  （二）2足歲至未滿 6足歲經鑑輔會評估適合安置特幼班者。 

 二、國小部：招收 6 歲~未滿 12歲之視障或以視障為主之多障學生。 

 三、國中部：12歲~21 足歲以下之視障或以視障為主之多障學生。 

 四、高職部： 

  （一）視障部：21足歲以下之視障或以視障為主之國中應屆畢業生，設有 

     保健按摩服務科。 

  （二）啟智部：21足歲以下之智能障礙或以智能障礙為主之國中應屆畢業 

     生，設有綜合職能科。 

http://www.cmsb.tc.edu.tw/


 

 
 

Q2、就學期間可以獲得那些就學補助？ 

A：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市立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書籍費制服費 

   及伙食費要點規定，家戶最近一年度所得未超過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得 

   申請: 

 一、書籍費及教材教具等相關費用(負責單位：教務處設備組，分機： 

   1204)：每名學生每學期新臺幣八百元，按學期補助。但該學期到校上 

   課天數未達三分之一者，次一學期不予補助。 

 二、制服費及其他就學所需服裝費用(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教育組， 

   分機：1303)：每名學生每學年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於第一學期一次補 

   助，第二學期始核准學籍者，制服費減半。但該學年或第二學期到校上 

   課天數未達三分之一者，次一學年不予補助。 

 三、伙食費(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教育組，分機：1303)：非住宿生每 

   日補助新臺幣一百五十元，住宿生按在校比例計算，當月份到校上課天 

   數達五分之四者，則補助新臺幣三千三百元，以十個月計算，七、八月 

   不計。 



 

 
 

Q3、學校提供的學生上下學交通服務、費用及路線？(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

生活教育組，分機：1303) 

A： 

 一、平日通學：本校提供交通車接送服務，目前交通車路線計有山線 1、 山 

   線 2、后里線三條路線（111學年度 3台交通車），提供居住於臺中市 

      境內之學生搭乘，於每學年度新生報到後依搭乘學生需求安排行駛路線 

   (交通車路線以幹道或有公車站牌經過的地點為主)。 

 二、費用：111-1學期，每人每月收費 2,800元，不計里程或乘車天數，申 

      請以學期為單位，可中途取消。 

 三、假日住宿生返家：於週五時間，由校車載送學生前往后里火車站搭乘火 

   車返家，本項接送係屬服務性質，不收費。 

  四、學前部學生無提供交通車和住宿服務。 

 

Q4：學校有學生宿舍嗎？每位學生皆可申請住宿嗎？費用？假日返家是否有提

供專車服務?生活自理能力較弱，可以申請住宿嗎?(負責單位：學生事務

處生活教育組，分機：1303) 

A： 

  學校有宿舍分男宿女宿，每一時段配有一名住宿生管理員，主要負責維護 

  住宿生安全及生活照護，位於學校校舍後方，共三層包含一樓團體活動區 



 

 
 

  域(可預約參觀)。 

 二、收費：收取宿舍燃料費 1,200/學期，冷氣維護費 200/學期。不收取住宿 

   費及水電費。 

 三、學校宿舍每位學生都可申請，會先了解申請學生的情緒、健康、生活自 

   理及定向能力，住宿沒有年齡限制，國小部到高職部都可以申請。 

 四、住宿生管理員會協助學生完成日常的生活自理，惟不額外提供一對一訓 

   練或指導。 

 五、假日返家沒有專車接送，住宿學生可考慮以火車、公車或家長自行接 

      送。宿舍提供假日留宿，每月淨空一次，淨空日期於學期初公告。 

  六、學前部學生無提供交通車和住宿服務。 

 

Q5、學校提供那些學習輔具？(負責單位：教務處設備組，分機：1204) 

A：依學生學習需求提供柏金斯點字機、點字觸摸顯示器、桌上型擴視機、攜 

   帶型擴視機、語音計算機、調頻助聽器、各式放大鏡、移位機、擺位椅、 

   盲用手杖等。 

 

Q6、歷屆畢業生升學狀況？(負責單位：教務處註冊組，分機：1203) 

A：高職部學生升學成績優異，每年升學率達 100%，錄取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南大學、淡江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明 



 

 
 

   道大學、長榮大學、靜宜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等，就讀心理與諮商學系、 

   中國音樂學系、諮商與輔導學系、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中國文學學系、 

   心理學系、運動競技學系、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財務金融學系 

   等。 

Q7、歷屆畢業生就業狀況？就養狀況？(負責單位：實習輔導處實習就業輔導

組，分機：1504) 

  A：近 3年校內身障生畢業進路及發展(視障部保健按摩服務科) 

學年度 
視障部畢

業生人數 
升學人數 就業人數 待業人數 

在家安置

(就養) 

108 學年度 14 8 3 0 3 

109 學年度 16 4 2 4 6 

110 學年度 12 3 1 3 5 

 

學年度 
校外實習 

人數 

整體就業率 
(就業人數/ 

應畢業生人數) 

就業率 
(就業人數/ 

校外實習人數) 
備註 

108 學年度 0 0 0 
高三甲：13人 

高二乙：1人 

109 學年度 3 12.5% 67% 
高三甲：10人 

高二乙：6人 

110 學年度 
因疫情並

未實習 
／ ／ 

高三甲：8人 

高二乙：4人 



 

 

近 3年校內身障生畢業進路及發展(綜職科) 

學年度 

綜職科應

屆畢業生

人數 

升學人數 就業人數 待業人數 
在家安置

(就養) 

108 學年度 14 0 1 1 12 

109 學年度 7 0 3 2 2 

110 學年度 8 0 1 1 6 
 

學年度 校外實習 

人數 

整體就業率 
(就業人數/ 

應畢業生人數) 

就業率 
(就業人數/ 

校外實習人數) 

備註 

108 學年度 5 7% 20% 綜三甲：14人 

109 學年度 2 43% 100% 綜三甲：7人 

110 學年度 因疫情並未

實習 

／ ／ 綜三甲：8人 

    

 

Q8、高職部學生就學期間，學校輔導學生準備哪些證照考試？(負責單位：實

習輔導處實習就業輔導組，分機：1504) 

A：108至 110學年共計輔導高職部 21位學生通過丙級按摩檢定。 

  

Q9、身心障礙學生仍可以參與體育活動，請問學校體育比賽成績如何？(負責

單位：學生事務處體育衛生組，分機：1304) 

A： 

☆本校榮獲 111年度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傳炬獎 

☆本校高二甲吳宜容同學榮獲 111年教育部國光體育獎章 

 ☆參加 111 年臺中市第十二屆身心障礙全市運動大會，本校學生在各項目表 

  現優異，計有 6位學生(2男 4女)參加田徑賽，共榮獲 7金、5銀，英雄 



 

 

  榜如下： 

✧ 視障公開男子組 100M(14.2)，B2級第一名沈庭旭 

✧ 視障公開男子組 200M(29.4)，B2級第一名沈庭旭 

✧ 視障公開男子組 100M(14.0)，B3級第二名羅琮凱 

✧ 視障公開男子組 200M(30.5)，B3級第一名羅琮凱 

✧ 視障公開女子組 100M(14.6)，B1級第一名吳宜容 

✧ 視障公開女子組 200M(30.8)，B1級第一名吳宜容 

✧ 視障公開女子組 100M(19.7)，B3級第二名林俐瑄 

✧ 視障公開女子組 200M(50.7)，B3級第二名林俐瑄 

✧ 視障公開女子組 100M(18.5)，B3級第一名周佳萱 

✧ 視障公開女子組 200M(41.3)，B3級第一名周佳萱 

✧ 視障公開女子組 100M(24.7)，B1級第二名戴芯鈴 

✧ 視障公開女子組 200M(56.9)，B1級第二名戴芯鈴 

☆參加 111年臺中市第十二屆身心障礙全市運動大會─特奧保齡球，綜三甲班

吳俞萱榮獲女子組/級別：F03 第二名 

☆參加 111年臺中市第十二屆身心障礙全市運動大會─視障保齡球： 

高三甲班 沈庭旭榮獲男子組/級別：TPB2 第一名 

高二甲班 吳宜容榮獲女子組/級別：TPB1 第一名 

☆參加「111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特奧滾球項目」，劉婉萍、林俐君、

羅怡暄榮獲第三名 

☆參加「111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視障田徑項目」，英雄榜如下： 

  視障男子組田徑 800 公尺/級別：B2第二名施泉佑 

  視障男子組田徑 1500 公尺/級別：B1第二名黃意平 

 



 

 

☆參加 2022全國特殊教育學校適應體育運動會： 

  沈庭旭、羅琮凱、吳宜容、林俐瑄榮獲視障地板滾球第二名。 

☆參加「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0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長盃田徑  

錦標賽」，共榮獲 17金 1銀，英雄榜如下： 

✧ 國中男子 100m(16.56)，T12級第一名張睿玹 

✧ 國中男子 200m(34.96)，T12級第一名張睿玹 

✧ 高中男子 100m(13.29)，T12級第一名施泉佑 

✧ 高中男子 400m(1:04.35)，T12 級第一名施泉佑 

✧ 高中男子 100m(14.76)，T13級第一名沈庭旭 

✧ 高中男子 200m(30.10)，T13級第一名沈庭旭 

✧ 高中男子 400m(1:13.77)，T13 級第一名沈庭旭 

✧ 高中男子 100m(16.61)，T13級第二名羅琮凱 

✧ 高中男子 200m(33.39)，T13級第二名羅琮凱 

✧ 高中男子 100m(16.89)，T13級第三名林峰彰 

✧ 高中男子 200m(41.07)，T11級第一名王鼎睿 

✧ 高中男子 100m(16.63)，T11級第一名黃意平 

✧ 高中男子鉛球（5.95）F11 級第一名黃意平 

✧ 高中男子鐵餅（20.32）F11級第一名黃意平 

✧ 高中女子 100m(14.37)，T11級第一名吳宜容 

✧ 高中女子 200m(30.54)，T11級第一名吳宜容 

✧ 高中女子 400m(1:12.50)，T11 級第一名吳宜容 

✧ 高中女子 100m(23.97)，T13級第一名林俐瑄 

✧ 高中女子 200m(45.35)，T13級第一名林俐瑄 

 



 

 

☆學生參加「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0 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長盃

保齡球錦標賽」，共榮獲 1金 1銅，英雄榜如下： 

✧ 高中女子(238分)，心智組第三名吳俞萱 

✧ 高中女子(126分)，TPB1級第一名潘辰伃 

☆學生參加於巴林王國舉辦之「2021亞洲帕拉青年運動會」，英雄榜如下： 

✧ 視障女子組 100M 第一名 吳宜容 

✧ 視障女子組 200M 第一名 吳宜容 

✧ 視障女子組 400M 第一名 吳宜容 

✧ 視障男子組 100M 第八名 施泉佑 

✧ 視障男子組 200M 第八名 施泉佑 

✧ 視障男子組 400M 第五名 施泉佑 

 

Q10、除了體育活動，學生還有參加那些校外比賽？(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訓

育組，分機：1302；教務處教學組，分機：1202；教務處出版資訊組，分

機：1205) 

A： 

☆110 學年臺中市優秀青年：國一甲－周軒瑋、高二甲－顏子淇        

☆2022 年總統教育獎 高三甲－陳名楊 

☆周軒瑋同學榮獲向陽教育獎 

☆周軒瑋同學第 29屆視障音樂節大賽學生自由跨界組第二名 

☆鄧羽岑同學第 29屆視障音樂節大賽學生自由跨界組特別獎 

☆周軒瑋同學第 29屆視障音樂節大賽學生器樂組第二名 

☆鄭郁潔同學第 29屆視障音樂節大賽學生器樂組特別獎 



 

 

Q11：學生就讀期間，可以申請那些獎補助學金？(負責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分機：1203；實習輔導處復健組，分機：1503)  

A： 

名稱 金額/名額 備註 

正隆關懷兒童基金會獎助學金 每名 2仟元，每班 1~2名 每學期一次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獎助學金 依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實施辦法 每學期一次 

財團法人宗倬章先生教育基金會

獎助學金 
每名 2萬元，高職部 1名 每學年一次 

慶寶勤勞清寒獎學金 每名 1萬元，高職部 2名 每學年一次 

林素敏獎學金 每名 3仟元，高職部 1名 每學年一次 

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學金 
每名約 5仟至 6仟元 

(視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 
每學年一次 

豐興鋼鐵獎助學金 每名約 2仟元，每班 1~2名 每學年一次 

劉仲鳴老師獎學金 每名 5佰元 每學年一次 

柯金湶老師獎學金 每名 1仟元 每學年一次 

行天宮獎助學金/急難救助金 金額不等，3仟元至 3萬元。 每學期一次 

本校教育儲蓄戶 每學期上限 1萬元 每學期一次 

 

Q12：學校專業團隊人員有哪些成員？提供哪些服務？如何申請？服務模式為

何？頻率及次數？(負責單位：實習輔導處復健組，分機：1503) 

A：本校教師結合職能治療、物理治療、語言治療、臨床心理、心理諮商、社  

  會工作、定向行動等專業人員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學生的評量、教學及輔 

  導，以滿足學生多元需求，讓學生獲得學習與成長。專業服務團隊服務場 

  所包括物理評估室、職能評估室、知動教室、視功能評估室、語言治療 

  室、個別諮商室、團體諮商室、遊戲治療室、藝術治療室及多感官教室 

  (黑屋、白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