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修正總說明
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八十八年四月三十日
訂定發布，八十八年八月一日施行，歷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
年三月四日修正施行。教育部成立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
下簡稱鑑輔會）及大專以下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成立鑑輔會後，自一百零
五學年度起，申請特殊教育獎助學金者，應具各級主管機關核發之有效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特殊教育學生申請獎補助之限制。(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明定持有各級主管機關核發之有效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者，始具
申請獎補助之資格。（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增訂特殊教育學生就讀空中大學或空中進修學院者，申請獎補助之
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 修正獎學金、補助金類別及金額表，將肢體障礙類增列包括腦性麻
痺並明定其他障礙為非屬上述障礙類別者。(修正條文第六條)
五、 修正特殊教育學生請領獎補助金所需資料。（修正條文第七條）

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 本條未修正。
育法第三十二條第三
育法第三十二條第三
項、第四十條第三項及
項、第四十條第三項及身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
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
訂定之。
定之。
第二條 特殊教育學生就 第二條 特殊教育學生就 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讀下列學校者，得依本
讀下列學校者，得依本辦
正。
辦法規定予以獎補助：
法規定予以獎補助：
二、 為避免重覆性請領獎
一、國立大專校院。
一、國立大專校院。
補助，爰增訂第四項，
二、國立高級中等學校
二、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或
明定同一教育階段不
或特殊教育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
得重複申領，另本辦法
三、教育部（以下簡稱
三、教育部（以下簡稱本
為鼓勵一般修業年限
本部）主管之私立高
部）主管之私立高級
內請領獎補助，爰明定
級中等以上學校。
中等以上學校。
就學期間申領次數，不
身心障礙學生繼續
身心障礙學生繼續
得超過其修業年限。
就讀直轄市、縣（市）
就讀直轄市、縣（市）主
主管機關主管之高級中
管機關主管之高級中等
等以上學校，其獎助得
以上學校，其獎助得準用
準用本辦法規定辦理。
本辦法規定辦理。但直轄
但直轄市、縣（市）主
市、縣（市）主管機關另
管機關另定更優惠之規
定更優惠之規定者，從其
定者，從其規定。
規定。
特殊教育學生就讀
特殊教育學生就讀
國民中、小學品學兼優
國民中、小學品學兼優或
或有特殊表現者，其獎
有特殊表現者，其獎補助
補助由直轄市、縣（市）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主管機關另定自治法規
機關另定自治法規辦
辦理；就讀國立大學附
理；就讀國立大學附設國
設國民中、小學者，依
民中、小學者，依該規定
該規定辦理。
辦理。
特殊教育學生依本
辦法規定申請獎補助
者，同一教育階段不得
重複申領；就學期間申
領次數，不得超過其修

業年限。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及第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及第 一、 依特殊教育法第六條第
二項之特殊教育學生具
二項之特殊教育學生具
一款規定，各級主管機
有學籍者，於申請成績之
有學籍者，得依其學制檢
關應設特殊教育學生鑑
學年度持有各級主管機
具相關證明文件，依下列
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
關核發之有效特殊教育
規定申請獎補助：
簡稱鑑輔會），遴聘學
學生鑑定證明，得依其學
一、身心障礙學生：
者專家、教育行政人
制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依
（一） 上學年學業平均
員、學校行政人員、同
下列規定申請獎補助：
成績在八十分以
級教師組織代表、家長
一、 身心障礙學生：
上，且品行優良
代表、專業人員、相關
（一） 上學年學業平均
無不良紀錄者，
機關（構）及團體代表，
成績在八十分以
發給獎學金。
辦理特殊教育學生鑑
上，且品行優良
（二） 上學年學業平均
定、安置、重新安置、
無不良紀錄者，
成績在七十分以
輔導等事宜；其實施方
發給獎學金。
上，未滿八十
法、程序、期程、相關
（二） 上學年學業平均
分，且品行優良
資源配置，與運作方式
成績在七十分以
無不良紀錄者，
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
上，未滿八十
發給補助金。
各級主管機關定之。各
分，且品行優良
（三） 參加政府核定有
級主管機關均已按上開
無不良紀錄者，
案之國際性競賽
規定成立鑑輔會。
發給補助金。
或展覽，獲得前 二、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
（三） 參加政府核定有
五名之成績或相
於一百零二年八月一日
案之國際性競賽
當前五名之獎
成立鑑輔會，積極宣導
或展覽，獲得前
項，並領有證明
提報大專校院階段特殊
五名之成績或相
者，發給獎學
教育學生鑑定，且登錄
當前五名之獎
金。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
項，並領有證明
（四） 參加政府核定有
網，列為就讀學校支持
者，發給獎學
案之國內競賽或
及輔導對象，並函文要
金。
展覽，獲得前三
求自一百零五學年度
（四） 參加政府核定有
名之成績或相當
起，申請特殊教育獎助
案之國內競賽或
前三名之獎項，
學金者，應具本部鑑輔
展覽，獲得前三
並領有證明者，
會鑑定證明書，為使規
名之成績或相當
發給補助金。
範明確，爰修正第一項
前三名之獎項，
二、資賦優異學生：參加
序文，明定學生申請成
並領有證明者，
政府核定有案之國
績之當學年度應具有有
發給補助金。
際性競賽或展覽，獲
效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二、 資賦優異學生：參加
得前五名之成績或
證明，方可符合申請資
政府核定有案之國
相當前五名之獎
格。

際性競賽或展覽，獲
得前五名之成績或
相當前五名之獎
項，並領有證明者，
發給獎學金。
前項申請，每學年以
一次為限。

項，並領有證明者， 三、 其餘未修正。
發給獎學金。
前項申請，每學年以
一次為限。

第四條 符合前條第一項 第四條 符合前條第一項 本條未修正。
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目
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目
規定之高級中等學校或
規定之高級中等學校或
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
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
學生，每校身心障礙學
學生，每校身心障礙學
生總人數在三十人以下
生總人數在三十人以下
者，獎補助一人；三十
者，獎補助一人；三十
一人至五十人者，獎補
一人至五十人者，獎補
助二人；五十一人以上
助二人；五十一人以上
者，獎補助三人，國立
者，獎補助三人，國立
特殊教育學校分別以各
特殊教育學校分別以各
學部，依上開標準計算
學部，依上開標準計算
獎補助金名額。
獎補助金名額。
學校應依身心障礙
學校應依身心障礙
學生申請成績排序，並
學生申請成績排序，並
依前項獎補助名額，核
依前項獎補助名額，核
發最優者獎補助金；同
發最優者獎補助金；同
一學校，須無人得領獎
一學校，須無人得領獎
學金，始發給補助金。
學金，始發給補助金。
特殊教育學生，同時
特殊教育學生，同
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時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一
各目及第二款資格者，應
款各目及第二款資格
擇一申領；其已依其他規
者，應擇一申領；其已依
定領取政府提供與本辦
其他規定領取政府提供
法規定同性質申領資格
與本辦法規定同性質申
之補助費、獎學金或獎金
領資格之補助費、獎學金
者，不得再依本辦法申領
或獎金者，不得再依本辦
獎補助金。
法申領獎補助金。
第五條 特殊教育學生就 第五條 特殊教育學生就 一、 第一項「空中大學」包
讀空中大學，依本辦法
讀空中大學或空中進修
括國立空中大學及高雄
學校，依本辦法規定申請
市立空中大學。因「國
規定申請獎補助者，其
獎補助者，其每學年修習
立空中大學附設空中專
每學年修習學分數應至
學分數應至少十八學
科進修學校」已於一百
少十八學分，就學期間
以申領六次為限。但專
分；空中大學就學期間，
零五年五月二十日廢
科部就學期間，以申領
以申領六次為限，空中進
止，並更名為國立空中

三次為限。
特殊教育學生就讀大
學附設空中進修學院，依
本辦法規定申請獎補助
者，其每學年修習學分數
應至少十八學分，就學期
間以申領三次為限。
特殊教育學生就讀碩
士班或博士班，依本辦法
規定申請獎補助者，其每
學年修習學分數應至少
十二學分。

修學校就學期間，以申領
大學，另高雄市立空中
三次為限。
大學並無附設空中進修
特殊教育學生就讀
學校，爰刪除空中進修
碩士班或博士班，依本辦
學校相關文字並明定為
法規定申請獎補助者，其
專科部。
每學年修習學分數應至 二、另第一項並未規範國立
少十二學分，就學期間申
臺北商業大學附設空中
領次數，不得超過其修業
進修學院及國立臺中科
年限。
技大學附設空中進修學
院，爰上開學院學生依
本辦法申請獎補助，並
無學分數及申領次數限
制，然因空中進修學院
與第一項之空中大學均
無就學年限及修習學分
數限制，且與第一項之
空中大學專科部均為二
年制，為予平衡，爰增
訂第二項，明定大學附
設空中進修學院之修習
學分數及申領次數規
範。
三、現行第二項有關就學期
間申領次數之規定，已
移列於第二條第四項規
範，無須重複規定，爰
予刪除，並配合修正條
文第二項之增訂，移列
為第三項。

第六條 第三條所定獎學 第六條 第三條所定獎學 一、 衛生福利部依身心障
金、補助金之類別及金
金、補助金之類別及金額
礙者權益保障法第五
額如下表：
如下表：
條及第七條規定，一百
獎學金、補助金類別及金額表
獎學金、補助金類別及金額表
零一年七月十一日
補助金
補助金
類 障礙等級 獎學金
類 障礙等級 獎學金
起，原申請身心障礙鑑
別 （依身心 （單位： （單位：新
別 （依身心 （單位：新 （單位：新
定核發身心障礙手冊
臺幣元）
(依障礙證明 新臺幣
障礙手冊 臺幣元） 臺幣元）
之作業程序改為申請
各 (手冊)規 元）
身心障礙證明，需要經
過鑑定及需求評估程

級 定之等

高級 大專 高級 大專

規定之等 高級 大專 高級 大專

主 級）

中等 校院 中等 校院

級）

管

學校

學校

學校

學校

機

（包

（包

（包

（包

關

括特

括特

括特

括特

核

殊教

殊教

殊教

殊教

發

育學

育學

育學

育學

之

校）

校）

校）

校）

中等 校院 中等 校院

特

身 視覺 輕度 五千 三萬 三千 一萬

殊

心 障

教

障 礙、

育

礙 聽覺

學

障

生

礙、

鑑

語言

定

障礙

證

肢體 輕度 四千 一 萬二千 一萬

明

障礙

中度 六千 四萬 四千 二萬
以上

二千

)

中度 五千 二 萬三千 二萬

身 視覺 輕度 五千 三萬 三千 一萬

以上

心 障
障 礙、
礙 聽覺

多重

二千
六千 四萬 四千 二萬

中度 六千 四萬 四千 二萬

障礙

以上

其 他輕度 四千 一 萬二千 一萬

障

障礙

二千

礙、

中度 五千 二萬 三千 一 萬 二

語言

以上

障礙
肢體 輕度 四千 一 萬二千 一萬
障

二千
資 符 合 特 殊一萬 四萬

礙、 中度 五千 二 萬三千 二萬
賦 教育法第
腦

以上

二千
優 四條，所定

性
異 學術性向
麻痺
資 賦 優
多重

六千 四萬 四千 二萬
異、藝術才

障礙
能資賦優
其 他輕度 四千 一 萬二千 一萬
異、創造能
障礙

二千
力資賦優
異、領導能

千

序，與以往申請身心障
礙手冊僅由專科醫師
一人鑑定有別，爰配合
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文字。
二、 第一項所定「其他障
礙」類別為非屬上述障
礙類別者，皆納為其他
障礙類別，爰予增列。
三、 原獎學金、補助金類別
及金額表，未將腦性麻
痺明確納入，因此修正
後將腦性麻痺與肢體
障礙類並列。

( 非中度 五千 二萬 三千 一 萬 二

力資賦優

屬 上以上

異或其他

千

述障

特殊才能

礙類

資賦優異

別

之學生。

者)
資 符 合 特 殊一萬 四萬
賦 教育法第
優 四條，所定
異 學術性向
資 賦 優
異、藝術才
能資賦優
異、創造能
力資賦優
異、領導能
力資賦優

未領有身心障礙
手冊，經各級主管機關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會鑑定通過之身
心障礙學生，其獎補助
金額，比照身心障礙手
冊其他障礙類別輕度等
級規定辦理。

異或其他
特殊才能
資賦優異
之學生。

未領有身心障礙
證明(手冊)，經各級主
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
過之身心障礙學生，其
獎補助金額，比照身心
障礙證明(手冊)其他障
礙類別輕度等級規定辦
理。
第七條 符合本辦法之特 第七條 符合本辦法之特 一、 第一項未修正。
殊教育學生，應於就讀
殊教育學生，應於就讀 二、 第二項所定印領清冊
學校所定時間內，檢附
學校所定時間內，檢附
為原始憑證，作為學校
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發
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發
核撥獎助學金並留存
獎學金或補助金，逾期
獎學金或補助金，逾期
之資料。另請領名冊為
不予受理。
不予受理。
學校報主管機關申請
前項學校應於每
前項學校應於每
資料之一，爰予修正。
年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填
年一月三十一日前填報
另本項之時限包括一

報統計表送主管機關備
查。私立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並應同時造具請
領名冊報主管機關請撥
獎補助經費。
第八條

統計表送主管機關備
查。私立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並應同時造具印
領清冊報主管機關請撥
獎補助經費。

公立學校發給獎 第八條

公立學校發給獎 本條未修正。

學金、補助金所需經

學金、補助金所需經費，

費，依預算程序編列；

依預算程序編列；私立學

私立學校，由主管機關

校，由主管機關編列預算

編列預算支應。

支應。

第九條

為鼓勵身心障礙 第九條

為鼓勵身心障礙 本條未修正。

之優秀大專校院畢業生

之優秀大專校院畢業生

赴國外進修，本部得視

赴國外進修，本部得視實

實際需要，訂定名額辦

際需要，訂定名額辦理公

理公費留學考試。

費留學考試。

第十條
施行。

本辦法自發布日 第十條
施行。

月三十一日，爰修正為
一月三十一日以前。

本辦法自發布日 本條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