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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8 年 7 月 4 日 

講師：國立臺中教育大學王欣宜主任 

      大同技術學院許育菁主任 

地點：國立嘉義大學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3樓 A307-2 教室 



108年度教育部補助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輔

導人員特殊教育研習：「(必進 2)個別化支持計畫（ISP）與個別化轉銜

計畫（ITP）的擬定與執行」實施計畫 

一、依據: 108年 1月 19日臺教學(四)字第 1080001147F號函辦理。 

二、目的: 透過大專校院心智障礙類學生的身心特質、需求與輔導研習，提升嘉

義鑑輔分區大專校院特教專責單位輔導人員，基於融合教育理念規劃

身心障礙學生所需支持與服務之專業知能，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提升大

專院校階段生活與學習適應能力。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四、研習資訊: 

    (一)時間:108年 7月 4日（星期四）08：50-16：10  

    (二)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行政大樓 3樓 A304教室 

    (三)講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教中心王欣宜主任 

             大同技術學院學生輔導中心暨資源教室許育菁主任 

    (四)參加對象:全國大專校院特殊教育輔導人員，由嘉義鑑輔分區優先錄

取，報名未滿名額開放跨區報名，依先後次序錄取，合計 20

人。 

五、報名方式: 

    (一)採網路線上報名，即日起請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報名。

（https://special.moe.gov.tw/教師研習大專特教研習）。 

    (二)錄取順序依序為輔導區嘉義縣市大專校院及報名先後，錄取名單請逕至

特教通報網查詢。 

六、注意事項: 

    (一)報名經錄取者，請務必全程參加，本中心將於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核發

6小時研習時數。 

    (二)因故無法出席時，請於研習開始前 3 天來電告知，以便安排候補者；聯

絡電話:05-2263411分機 2321。 

 (三)為尊重講師，請於開講 20分鐘內入場。 

    (四)本校區禁止機車進入，汽車請持研習公文進出校區。 



    (五)為響應環保，請參加學員自行攜帶杯具等。 

七、經費及差假： 

(一)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 

(二)各校參加研習人員，由原服務單位惠予公(差)假。 

八、課程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 

09:00～10:30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意義/王欣宜主任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內涵與運作/王欣宜主任 

12:10～13:00 午餐 

13:00～14:30      ISP的規範及內容/許育菁主任 

14:30～14:40 休息 

14:40～16:10 ISP實務撰寫分享/許育菁主任 

16: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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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王欣宜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
意義與內涵

1

第18條 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
合適性化、個別化、 社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精神。

第19條 特殊教育之課程、教材、教法及評量方式，應保持彈
性，適合特殊教育學生身心特性及需求。

第23條 身心障礙教育之實施，各級主管機關應依專業評估之
結果，結合醫療相關資源，對身心障礙學生進行有關
復健、訓練治療。

特殊教育法對高等教育階段的相關規定

2

第30-1條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
發展，應訂定特殊教育方案實施，並得設置專責單位及
專責人員，依實際需要遴聘及進用相關專責人員；其專
責單位之職責、設置與人員編制、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高等教育階段之身心
障礙教育，應符合學生需求，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協
助學生學習及發展；訂定時應邀請相關教學人員、身心
障礙學生或家長參與。

特殊教育法對高等教育階段的相關規定

3

第31條 為使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服務需求得以銜接，
各級學校應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其轉
銜輔導及服務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特殊教育法對高等教育階段的相關規定

4

第11條 本法第三十條之一所稱高等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方案，
指學校應依特殊教育學生特性及學習需求，規劃辦理
在校學習、生活輔導及支持服務等；其內容應載明下
列事項： 一、依據。 二、目的。 三、實施對象及其
特殊教育與支持服務。 四、人力支援及行政支持。
五、空間及環境規劃。 六、辦理期程。 七、經費概
算及來源。 八、預期成效。 前項第三款特殊教育與
支持服務，包括學習輔導、生活輔導、支持協助及諮
詢服務等。

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的規定

5

第12條 前條特殊教育方案，學校應運用團隊合作方
式，整合相關資源，針對身心 障礙學生個別特
性及需求，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意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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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視個別差異之理念。

2.為每位特殊需求學生提供個別化之教育支持與服務。

3.分析適合學生學習的各種教學及評量型態，提供學生適

當之學習支持。

4.以個別化之標準，定期評鑑學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務之成

效並謀求改進。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理念

7

個別化支持計畫(Individualized Support 
Program,I.S.P.)，
1.為每一位高等教育階段已被鑑定為特殊學生所擬定之文件。
2.目的:根據特殊學生之學習特質與需要，提供最適當之教
育支持服務。

（1）做為輔導、教學人員提供特殊教育服務與支持之方向。
（2）培養及提升學生能力，提供支持服務學生滿足需求。
（3）做為特殊教育成效考核之依據。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意義

8

因此，ISP之擬訂，有助於達成以下之功能：

(1)促進效率，提供有組織的教學或支持，使教學或支持

不致散漫無章。

(2)強調績效責任，做為自我考核或被考核之客觀依據。

(3)讓家長成為與教育人員平行的計畫參與者與監督者。

(4)整合教師、家長、資源教人員對學生之評量及期望，

擬訂統整及全面性的支持計劃，促進彼此的溝通。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意義

9

1.每位輔導人員平均分配學生數，各做各的ISP，並未進行

溝通討論。

2.每一位學生寫的ISP內容完全相同，沒有差異。

3.為統合視導或訪視而寫ISP，並未充分瞭解學生需求。

4.沒有家長或系上師長的參與和同意。

I S P 的 迷 思……

10

1.資源教室輔導員是ISP主要負責人員。

2.應邀請相關人員參與ISP會議。

3.每學期期初召開一次ISP會議、期末一次檢討會議
，且應在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中報告。

大專資源教室與ISP

11

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對ISP內容規定如下：

一、學生能力現況、家庭狀況及需求評估。

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策略。

三、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內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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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力現況

按「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辦法」第22條規定，

應包括：

健康狀況、感官功能、知覺動作、生活自理、認知、

溝通、情緒、社會行為、學科（領域）學習等。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內涵—
學生能力現況、家庭狀況及需求評估

13 14

學生能力現況分析：

應統整轉銜、觀察、晤談、會議、評估、標準化評

量、其他等資料，分析並具體簡述學生的實際狀況。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內涵—
學生能力現況、家庭狀況及需求評估

15

資料蒐集方式與參考資料來源方式 參考資料來源

轉銜
特殊教育通報網轉銜資料或前一階段學校所轉銜之資料。

觀察 新生座談會或新生營、直接互動。

晤談 與學生、家長、老師或同儕晤談。

會議 個案輔導或個案會議紀錄。

評估
校內新生評估、學輔中心(諮商中心)之評估、心理衡鑑報
告、醫療診斷或醫學檢查報告。

標準化評量 相關測驗與量表。

其他
與學生身心障礙有關之項目、以及障礙會影響的領域，均
應列入資料蒐集的範圍內。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內涵—
學生能力現況、家庭狀況及需求評估

16

項目 撰寫向度

健康狀況

健康檢查結果、疾病史或醫療史，如身高、體重、色盲、體能狀
況（健康、體弱、多病）、目前用藥情形、對何種藥物過敏等。

感官功能
視(知)覺、聽(知)覺、觸痛覺、嗅味覺、動覺、平衡覺等有關學
生障礙之檢查。

知覺動作
行動、定向、動作能力(粗大動作、精細動作及協調動作)、平衡
及功能性操作等。

認知能力 抽象思考、理解、推理、注意力、記憶策略等。

溝通能力

1.包括表達與理解能力。
2.是否能理解、表達口語或文字訊息。
3.其慣用的語言模式是否與其同儕相同。
4.是否需要藉其他科技輔具或服務進行溝通。

17

項目 撰寫向度

學業能力
閱讀理解、書寫能力、算術、計算能力、學習行為等。

生活自理能力
飲食、如廁、穿著、漱洗與衛生、簡單家務、用錢、上
下學等食衣住行之能力。

社會行為能力

心理狀態、情緒穩定度、情緒表達、情緒管理、挫折容
忍、人際互動、自我概念、環境適應、同儕互動、團體
參與、合群、師生溝通、社交技能等情形。

綜合評估個案優弱
勢能力

學生之優弱勢能力列舉。
障礙狀況對其學習之影響。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內涵—
學生能力現況、家庭狀況及需求評估

二、家庭狀況

包括：1.家庭基本資料（如成員基本資料､家中經濟

狀況、父母婚姻狀況、成員健康狀況…等等）

2.家長的期望

3.教養方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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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輔導：包括課業輔導、學習策略、學習輔具

需求、考試評量調整、上課教室調整、圖書借閱、

手語翻譯、適應體育、無障礙環境……等等

二、生活輔導：包括協助同學、住宿需求、輔具申請、

關心支持、團體聚會、團體聯誼活動……等等。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內涵—

學生所需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策略

19

三、支持協助及諮詢服務，包括：

心理諮商、入班宣導、系所宣導、心理諮商、各種復健

治療、急難救助金、製作宣傳品（或舉辦特教宣導活

動）……等等。

注意：應有「服務項目」、「服務頻率」、「起迄時間」、

「負責人員（單位）」。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內涵—

學生所需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策略

20

實例表格

個別化支持計畫

21

截至目前為止，ISP並無標準格式與標準實施流程，

然ISP內容必須符合相關法令所規範之要件與精神。

學校應運用團隊合作方式、評估每一位特殊學生之需

求，為每一位學生擬定ISP。

如何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22

第四條 各級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之評量、教學及輔導工作
，應以專業團隊合作進行為原則，並得視需要結合衛
生醫療、教育、社會工作、獨立生活、職業重建相關
等專業人員，共同提供學習、生活、心理、復健訓練
、職業輔導評量及轉銜輔導與服務等協助。

前項專業團隊，以由特殊教育教師、普通教育教師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學校行政人員等共同參與
為原則，並得依學生之需要彈性調整之。

如何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專業團隊合作

23

前項所稱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指醫師、物理治療師、職
能治療師、臨床心理師、諮商心理師、語言治療師、聽力師
、社會工作師及職業輔導、定向行動等專業人員。

各級主管機關應督導所屬學校設置專業團隊，並提供專業團
隊運作所需之人力、經費等資源，且定期考核執行成果。

如何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專業團隊合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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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繫確認是否就讀

（入學）轉銜會議
學校提供服務說明及同意書確認

瞭解需求及擬定支持服務項目

生活協助
1同儕協助
2住宿安排
3輔具申請
4支持關懷
5無障礙環境

學習協助
1課程協助
2課業加強
3教室調整
4考試調整
5獎助學金
6圖書借閱

身心健康
1主動關懷
2轉介諮商
3適性體育
4團隊服務
5社區資源

社會適應
1聯誼餐敘
2戶外學習
3校際交流
4社團組織
5就業準備

宣導推廣
1文宣宣導
2系所宣導
3入班宣導
4生命教育
系列活動

其他
1.校園學習輔具
2.手語翻譯
3.視個別需求而
調整轉銜規劃

建立個別化支持計畫（ISP）

每學期檢討與修正ISP

加入畢業轉銜計畫（升學、就業）

結案

不開案

個別化支持計畫實施流程參考示例（取自大專資源教
室手冊）

○○大學特殊教育個別化支持計畫(一)（新生）

身心障礙學生入學預備 1.身障甄
試 2.申請入學 3.指考

否

25

新生入學時建立 ISP注意事項：

1.學校之身心障礙學生可能經由不同管道入學，所以在暑假

期間就須開始進行相關聯繫工作。

（1）身心障礙甄試入學或獨招入學：於身心障礙甄試考試放

榜後即開 始聯繫召開新生轉銜會議，邀請學生、家長、（高

中老師）、系主任、系助教、系教官、及其他相關人員與會。

（2）一般管道入學：學生主動聯繫，或經由就學費用減免申

請知悉身分，則聯繫瞭解需求及資源安排。

如何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新 生

26

2.討論內容：

（1）生活需求（住宿安排、修繕、輔具、協助同 學）。

（2）學習需求（輔具、教材、教室、課程調整）。

（3）其他適性調整（體育課、勞作教育）。

如何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新 生

27

個別化支持計畫實施流程參考示例

○○大學特殊教育個別化支持計畫(二)（舊生每學期更新流程）

整理學生清單
及ISP資料

請系上協調主任、導師及學生時間
，排定召開ISP會議

召開ISP會議
學習需求ISP會議記錄表

學習需求調整項目

考試需求 課輔需求 協助同學需求 其他需求 其他協助

填寫
考試需求申
請表

填寫課輔需
求申請表

填寫協助同學需
求申請表

安 排 需 求調
整 、 輔 具、
手 語 翻 譯、
筆抄員

資訊提供（獎
助學金、活動）

送交任課老
師簽名同意

繳回資源教室

安排需求調整

繳回資源教室

安排課業輔導

繳回資源教室

安排協助同學

發期初學習需求通知單給授課老師

完成ISP

資源教室邀約個別會
談

資源教室電話
訪談

需求無須跨單位協調或無
法配合開會時間

無特殊學習需求或
邀約不到

否

28

針對在學舊生的每學期ISP更新，分三階段於每學期開學後
一個月完成：
1.第一階段：以系為單位，邀請系助教協助安排系主任、
導師、授課老師及學生一同出席，討論上學期的修課狀況
和本學期課程規劃及需求。並與系所協調資源及服務的整
合分配及調整。

如何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舊 生

29

2.第二階段：邀請學生進行個別化一對一的晤談，對本學
期學習與協助計畫討論。

3.第三階段：電話追蹤及關懷。

如何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舊 生

30



2019/7/11

6

另外也對整個學期前、中、後，進行需求了解、關懷協助與意
見統整：

1.期初需求調查

（1）生活需求（住宿安排、協助同學、輔具）學習需求（輔
具、教材轉換、上課方式）

（2）協助需求（協助同學、課業加強輔導）

（3）考試需求（特殊考場、考試方式調整、延長考試時間）

如何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舊 生

31

（4）其他需求（實習、交通、經濟…)

（5）可自行設計表單，如期初學習需求ISP會議紀錄表、
課程科目學習需求申請表、課業輔導申請表、協助同學
申請表、獎助學金申請表等。

如何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舊 生

32

2.期中關懷協助，持續學生學習與適應上的各種狀況

，資源教室所提供之相關服務是否滿足需求，或需

再加以調整。

3.期末相關資料與學生回饋意見統整，作為下學期或

下年度ISP調整師參考。

如何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舊 生

33

「轉銜」的意義：指學生學習跨階段，當要進入另一階

段學習時之各項服務，讓學生能順利做好各項銜接工作。

「轉銜」的內涵：

1.學生剛進到大學。

2.升學輔導：輔導特殊需求學生參加研究所考試。

3.生活輔導：與學生轉出、轉入或即將就讀研究所的學校
保持密切聯擊，了解其生活適應問題與行為輔導。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內涵—
學生轉銜及服務內容

34

3.就業輔導：透過就業輔導機構，給予就業資訊、專長培
訓及協助學生就業安置。

4.心理輔導：包括升學或就業情緒管理、與同儕或同事間
之互動……等等。

5.福利服務：如各項就業補助、職務再設計資訊、輔具之
申請與使用指導。

6.其他相關專業服務：各項疑難問題之諮詢服務、資料移
轉與保密等。

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內涵—
學生轉銜及服務內容

35

個別化支持計畫實施流程參考示例

○○大學特殊教育個別化支持計畫(
三) （學生畢業離校轉銜流程）

學生升上大四

生涯輔導活動、就業準備活動
（履歷自傳、面試技巧）

大一至大三：生涯輔導活動 生涯探索、定向、

職業興趣、 性向測驗、公職講座

(連結發展署各分署提供職涯探索及就業資源)

學期ISP會議 確

認畢業/延畢

畢業動向會談

持續個別化
支持服務

就業轉銜會議

勞動力發展署、勞工局、就服站、家長、學生

進行通報網資料轉出作業

結案及追蹤

延畢

升學 勞政 社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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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前最後一年的個別化支持計畫，應包含轉銜部分：

1.生涯及職業興趣探索，此類服務不一定要等到畢業前一

年才進行，可 早協助學生了解自己的興趣。（連結發展

署各就業中心提供職涯探索 及就業資源）

2.就業準備（履歷自傳、面試技巧、能力分析）。

3.應屆畢業動向意願調查、畢業轉銜會談。

個別化支持計畫實施流程（畢業轉銜）

37

4.就業轉銜會議（勞動力發展署、勞工局、就服站）：

a.轉銜方向可分為：

升學→下一階段學校，協助學生如何收集相關考試資訊

就業→勞政系統（身心障礙就業服務）／透過勞動力發展署
連結未足額企業媒合就業或協助跨域就讀學生返鄉就業 安
置→社政系統

個別化支持計畫實施流程（畢業轉銜）

38

b.可設計使用表單：

應屆畢業生訪談表（大四上）、離校轉銜表（畢業前）。

5.建議畢業後一年內定期追蹤學生的去向。

個別化支持計畫實施流程（畢業轉銜）

39

參、轉銜服務(取自大專資源教室手冊)
一、轉銜輔導相關紀錄

輔導項目 內容

學習輔導
1.定期關懷學生學習狀況及調頻輔具使用狀況。
2.協助申請課後輔導。
3.寄發授課通知函，通知授課老師該生需求。

生活輔導
1.協助申請資源教室志工及工讀生。
2.定期關心學生身體狀況並協助就醫。
3.協助學生至醫院做聽力評估。

心理輔導
1.鼓勵學生多參與舒壓活動。
2.定期關懷學生生活狀況。

生涯輔導
1.舉辦生涯講座及轉銜會議。
2.關心學生生涯計劃及準備。

相關服務

年第 學年度修訂*上述各項內容(第壹部分第四項與第貳部分)，本人確認無誤。
學生簽名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簽名 資源教室/專責單位主管簽名

二、升學或就業規劃

進路選擇 □預備升學(□繼續在本校就讀 □他校 )【下方欄位不需填寫】
□預備工作 □參加職業訓練 ■準備公職考試(含教甄)，類科：教育行政或國小教師教檢
□其他:

大學期間曾任幹部之職務 事務股長 參與社團經驗 桌球社

專長

■電腦文書處理 □程式設計
□其他

經
歷

公司名稱

從事(實習) 工作
年以上

工作內容

技能檢定 職類
級合格

公司名稱

考試及格 工作內容

曾受職業訓練單位名稱及職類: 
校外實習: 

訓練
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計 月

希望工作職業
及經驗

順序 工作職業
工作經驗 希望工作地點

生手 半熟練 熟練 1.

第一志願 公職 ✓ 2.

第二志願 教檢 ✓ 3.

第三志願 研究所 ✓ 4.

希望待遇 最低每月薪資
○○, ○○○元

希望工作時間:自○○時至○○時，共○小時

希望
工作班別

□一班制 ■二班制
膳宿要求

□膳宿自理 □需供宿不需供膳

□三班制 □不拘 □需供膳宿 ■需供膳不需供宿

駕照
■機車 ■有 □無

經濟狀況 ■需負擔家計□不需負擔家計
□汽車 □有 □無

加班意願 ■可以加班 □不願加班 緊急聯絡人及聯絡電話:○○○，0123456789 

希望參加
訓練職種 技術科類 傳真

三、學習記錄摘要

就讀學校
（科系所） 修業起迄時間 學習狀況

綜合建議 學校地址 填表輔導人員電話 填表
日期

國立○○大學
○○○○學系

○○.○○至
○○.○○

學生學習態度佳，整體學
習狀況良好，對於部分困
難科目，經由課輔協助，
學習上已無太大問題。

○○縣○○鄉○○路
○○段○○號 (12)3456789 

四、學生現況能力摘錄（離校前一年的能力，請以文字敘述）

項 目 現 況 能 力 分 析

一、認知能力
(記憶、理解、推
理、注意力等) 

整體認知能力良好，記憶、理解、推理能力及注意力皆與一般人無異，認知方面無
任何障礙。

二、溝通能力
(語言理解、語言
表達、語言發展等）

語言理解、表達、發展皆正常，左耳近乎完全沒有殘餘聽力，談話者頇站立於正面
或右側較容易溝通，溝通能力大致良好，可接手機，並可手語溝通。

三、學業能力
(語文、閱讀、書
寫、數學等) 

英文能力會聽力狀況而表現較差，語文、閱讀、書寫良好，寫作能力佳，數學普通。
學生 上課認真，整體學業能力良好。

四、生活自理能力
(飲食、入廁、盥
洗、購物、穿脫衣
服、上下學能力等）

生活自理能力佳，可獨立生活。人際關係佳，懂得尋求資源協助。食衣住行育樂皆
無問題 平時頇使用震動鬧鐘協助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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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服務紀錄

項 目 服 務 紀 錄 填表專業人員

經濟補助方面

■就學費用減免補助 ■獎助學金
□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身心障礙者津貼
■健保自付保費補助 □醫療補助 □急難救助
□生活及復健輔助器具補助 □租賃補助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持性服務方面
□居家照顧服務 □臨時照顧服務 □親職教育 □諮商輔導服務
□諮詢服務 □休閒活動 □交通服務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 

相關專業服務
方面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聽力復健 □視力復健
□營養諮詢 □居家護理 □居家復健 ■輔助器具
□個別心理治療 □團體心理治療 □精神科醫療
□精神復健機構 □障礙重新鑑定
□重大疾病性醫療: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學服務方面 ■輔具 □行為輔導 ■課業輔導 □生活輔導 □職業輔導

就業服務方面

□就業輔導 □支持性就業 □庇護性就業
■工讀
■校外實習：請註明職種及時間 大四實習○○.○○月~○○月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喜歡職業：文書工作 希望就業地點：中部
專長: 興趣: 

其他服務方面 □專用停車位識別證/專用牌照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 

六、追蹤輔導紀錄摘要（未至安置單位報到、中途離校及畢業未升學未就業者）

未來服務建議
（未繼續升學者）

□個別化支持計畫 □職業輔導評量 ■職業訓練 ■就業服務
□手語翻譯服務 □居家照顧服務 □居家護理 □居家復健
□臨時照顧服務 □安置服務 ■輔助器具
□個別心理治療 □團體心理治療 □行為輔導 □諮商輔導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精神醫療
□定向行動訓練 □知動訓練 □聽力復健 □視力復健
□心理復健 □發展評估 □障礙重新鑑定
□經濟補助 □法律協助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 

就學年級 追蹤輔道紀錄摘要 填表輔導人員 填表日期

畢業第一年 ○○上學期，於實習機構實習。 陳○○ ○○.○○. ○○

以上各表資料填寫完畢後，請列印，並由相關人員於下列表格適當位置簽署：
學校名稱 專責單位主管 填表輔導人員 家長 日期 備考

肆、其他補充資料
■無任何補充資料
□醫師診斷相關證明/醫療證明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心理測驗或量表
□前教育階段學輔資料/IEP 
□其他

Q＆A

謝謝大家！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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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學期ISP了嗎
－ISP 的規範及內容
－ISP 實務分享

許育菁
大同技術學院

學生輔導中心暨資源教室 主任

今天要講

擱來呀〜（攤手）
●「第一次來上，到底怎寫？」

●「不知道上幾百遍了，來湊時數
的！」 （無奈貌〜 ）

●「許老鐵粉！」

●「••••••」

●為何要訂定ISP、ITP？

相關法規規定

●有沒有格式？

目前尚無統一格式

●編撰要注意什麼？

要符合法規（統合視導）

●撰寫要注意什麼？

ISP精神（支持為主）

今天要講……

為何要訂定
ISP、ITP？

不就是法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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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法規你知道嗎
你有仔細閱讀過嗎

• 特殊教育法（108.04.24）§30-1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發展，應
訂定特殊教育方案實施，並得設置專責單位及專責人員，
依實際需要遴聘及進用相關專責人員；其專責單位之職
責、設置與人員編制、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高等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教育，應符合學生需求，訂定

，協助學生學習及發展；訂定時應邀請相
關 、 或 參與。

相關法規

•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102.07.12）§11
本法(特殊教育法)第三十條之一所稱高等教育階段特殊
教育方案，指學校應依特殊教育學生特性及學習需求，
規劃辦理 、 及 等。

相關法規
•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102.07.12）§11

本法(特殊教育法)第三十條之一所稱高等教育階段特殊
教育方案，其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依據。
二、目的。
三、實施對象及其特殊教育與支持服務。
四、人力支援及行政支持。
五、空間及環境規劃。
六、辦理期程。

相關法規

•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102.07.12）§11
本法(特殊教育法)第三十條之一所稱高等教育階段特殊
教育方案，其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七、經費概算及來源。
八、預期成效。

前項第三款特殊教育與支持服務，包
括 、 、 及 等。

相關法規
•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102.07.12）§12

前條特殊教育方案，學校應運用團隊合作方式，整合相
關資源，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及需求，訂定個別
化支持計畫；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學生 、 及 。

二、學生所需 、 。

三、學生之 及 。

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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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法（ 108.04.24 ）§28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對身心障
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時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家
長參與，必要時家長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參與。

• 特殊教育法（ 108.04.24 ）§28-1
為增進前條團隊之特殊教育知能，以利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各主管機關應視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
學生之障礙類別，加強辦理普通班教師、特殊教育教師及相
關人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並提供相關支持服務之協助。

相關法規
•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102.07.12）§9

本法第二十八條所稱個別化教育計畫，指運用團隊合作方式，
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所訂定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
畫；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三、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式、

日期及標準。
四、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

支援。
五、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相關法規

•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102.07.12）§9
本法第二十八條所稱個別化教育計畫，指運用團隊合作方式，
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所訂定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
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前項第五款所定轉銜輔導及服務，包括升學輔導、生活、就業、
心理輔導、福利服務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等項目。

參與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之人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特殊
教育及相關教師、學生家長；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及
學生本人參與，學生家長亦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

相關法規
• 符合學生需求

• 協助學生學習與發展

• 訂定時應該要邀請的人員

• ISP內應該包含的內容

從「特殊教育法」思考

• 運用團隊合作的模式

• 整合相關資源

• 針對學生的個別特性及需求

• ISP的內容該包含三大項

從「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思考

插播一下
ISP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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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的架構！

ISP架構

蒐集 擬定 執行 檢討

ISP有沒有格式？ 沒有喔！
請自行設計

啥！！！

圖片出處
https://www.thetupian.com

• 東華大學

• 東海大學

• 輔仁大學

•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 教育部編印大專特殊教育資源手冊建議版

資料出處：教育部編印大專特殊教育資源手冊

ISP格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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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問
●這幾份表格的異同

●有沒有發現似曾相似

ISP格式參考

ISP格式參考 ISP格式參考

編撰要注意什麼？

ISP編撰叮嚀
• 符合法規

• 符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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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要注意什麼？
生活適應 社會適應

身心健康 專業學習

新生轉銜

畢業轉銜

同儕協助

生涯探索

服務學習

協助同學

課業加強

教材耗材

輔具借用

需求評估

適應體育

心理諮商

升學 勞政 社政

推甄 學測
統測

以人為核心之個別化支持性服務

友善環境

協助同學

學校自
行招生

學校單
獨招生

ISP編寫技巧
• 確實了解ISP的用意

• 確實了解ISP的表格

• 一事多用-事半功倍

• 確實填寫-一次就好

• 隨時調整-適性協助

ISP編寫技巧
• 服務-已有補助經費的項目為主

• 表格-以最複雜、嚴謹的為主

• 結合-整合其他單位及系科的資料

ISP編寫技巧
• 服務-已有補助經費的項目為主

• 表格-以最複雜、嚴謹的為主

• 結合-整合其他單位及系科的資料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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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學

ISP編撰叮嚀
 身心障礙甄試入學

於身心障礙甄試考試放榜後即開始聯繫召開新生轉銜會
議，邀請學生、家長、（高中老師）、系主任、系助教、
系教官、及其他相關人員與會。

 一般管道入學：
學生主動聯繫，或經由學雜費減免申請知悉身分，則聯
繫瞭解需求及資源安排。

 討論內容
生活需求（住宿安排、修繕、輔具、協助同學）
學習需求（輔具、教材、教室、課程調整）
其他適性調整（體育課、勞作教育）

每學期

ISP編撰叮嚀
 分三階段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完成：

第一階段：以系為單位。

第二階段：邀請學生進行個別化一對一的本學期學習計
畫討論。

第三階段：電話追蹤及關懷。

ISP編撰叮嚀
 期初需求調查

生活需求（住宿安排、協助同學、輔具申請、無障礙環
境、支持關懷）

學習需求（課程協助、課業加強、教室調整、考試調整、
上課方式、獎助學金、圖書借閱、適性體育）

支持需求（協助同學、諮詢服務、主動關懷、成長團體、
社團參與、）

心理需求（個別諮商、團體諮商）
生涯轉銜（職涯施測、就業準備）
其他需求（實習、交通、經濟…）

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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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編撰叮嚀
•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102.07.12）§10

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學校應於新生及轉
學生入學後一個月內訂定；其餘在學學生之個別化
教育計畫，應於開學前訂定。前項計畫，每學期應
至少檢討一次。

畢業前

ISP編撰叮嚀
 生涯及職業興趣探索

 就業準備（履歷自傳、面試技巧、能力分析）

 應屆畢業動向意願調查、畢業轉銜會談

 就業轉銜會議（勞工局、就服站）

 轉銜：

升學→下一階段學校

就業→勞政系統（身心障礙就業服務）

安置→社政系統

在這人生的路途上

你想過嗎
 這個工作做多久了

 打算做多久

 為何會做這個工作

實際 官方

 工作這段時間，你從學生身上
見了……

 工作這段時間，你知道自己的
工作是……

你想過嗎
 實務工作第一線的我們絕對

都是達人及超人。

 我們有責任互相幫助，定期
的聯繫，相互支持，相互交
流。

 怎麼看待，就怎麼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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