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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生課程體驗營隊簡章 

一、活動資訊 

(一)活動日期：110年05月22日(星期六)上午8:30-12:00。 

(二)活動場地：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三)報名資格： 

    1.就讀學前部、國小、國中、高中職之視障或視多障學生。 

    2.就讀國中三年級之智能障礙學生。 

    3.陪同教師及家長。 

(四)活動費用：免費。 

(五)交通方式及補助 

1.交通方式：如簡章第4頁-交通指引，也備有接駁車，請見活動報 

名表。 

2.交通補助：依實際居住地址（請詳實填寫於報名表上）為依據， 

 提供交通費補助（每位學生及陪同者，2位為限）。 

 (1) 臺中、苗栗、彰化，每位補助400元。 

  (2) 雲林、新竹、南投，每位補助500元。 

  (3) 基隆、臺北、新北、桃園、嘉義、臺南，每位補助1,000元。 

(4) 高雄、屏東、宜蘭、花蓮、臺東及外島，每位補助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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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表 

活動日期：110 年 05 月 22 日（星期六） 

時 間 活動內容 地 點 

08：30～09：00 報到 川堂 

09：10～09：55 學校簡介及校園參觀 文康中心、宿舍 

10：10～10：55 課程體驗 本校校園 

11：00～12：00 綜合座談 文康中心 

12：00 午餐，快樂賦歸 文康中心 

三、報名須知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開始報名至110年04月30日(五)16:00前截止。 

 (二)報名方式: 

  1.填寫報名表(簡章第3-4頁)並傳真回傳臺中市立啟明學校，傳真電 

   話:04-25578201。 

    2.填寫線上表單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nnXpL2 

  3.電話報名，04-25562126分機1203教務處張組長， 

      或分機1206教務處蔡小姐。 

四、注意事項 

 為配合防疫措施，請參與者配合測量體溫（確認未達37.5度），全程配 

 戴口罩(搭乘本校接駁車者亦請配戴之)，並填寫「防疫期間團體活動健 

 康聲明書」於活動當日繳交(簡章第8頁)。 

 

※ 備註：傳真後，請務必來電04-25562126分機1203 張組長 

或04-25562126分機1206 蔡小姐，謝謝！ 

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報名表單 QR CODE 

https://reurl.cc/nnXpL2


3 
 

五、活動報名表 

活動日期 110年 05月 22日(星期六) 

學校名稱 _____縣/市____________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幼兒園 

報名類別 □視覺障礙或多重障礙(含視障)  □智能障礙或多重障礙(含智障) 

姓名 

性別 □男□女 身分別 

□教師 

□學生 

□家長 

障礙類別/

程度 

(學生填)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年級  

電話  乘坐輪椅 □是 □否 午餐 □葷 □素 

地址  

姓名 

性別 □男□女 身分別 

□教師 

□學生 

□家長 

障礙類別/

程度 

(學生填)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年級  

電話  乘坐輪椅 □是 否 午餐 □葷 素 

地址  

姓名 

性別 □男□女 身分別 

□教師 

□學生 

□家長 

障礙類別/

程度 

(學生填)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年級  

電話  乘坐輪椅 □是 否 午餐 □葷 素 

地址  

是否申請 

交通費 

□申請交通費，共＿＿人（至多 2名） 

 出發地點：□1.臺中、苗栗、彰化(每位補助 400元)  

      □2.雲林、新竹、南投(每位補助 500元)  

       □3.基隆、臺北、新北、桃園、嘉義、臺南(每位補助 1000元)  

      □4.高雄、屏東、宜蘭、花蓮、臺東及外島(每位補助 1500元) 

□不申請交通費 

其他特殊需求之說明  

參加人數共＿＿＿位 

交通

方式 

□自行前往，無須接駁 

□搭乘接駁：□1.豐原火車站出口集合:05/22日上午 8時 15分，共＿人 

      □2.后里火車站出口集合:05/22日上午 8時 30分，共＿人 

      □3.烏日高鐵站 1樓 6號出口集合:05/22日上午 8時 10分，共＿人 



4 
 

 六、交通指引 

 

 

 

 

 

 

 

 

 

 

 

 

 

 

 

(1)自行開車： 

․中山高速公路（150.2公里）三義交流道下，左轉三豐路往后里方向，經裕隆

汽車、義里大橋、中社花市到達本校。 

․中山高速公路（165.5公里）台中系統轉入國道四號往豐原，（14.8公里）后

豐交流道下左轉往后里方向，經后豐大橋、后里馬場到達本校。 

․走二高請從（169公里）台中系統轉入國道四號往豐原，（14.8公里）后豐交

流道下左轉往后里方向，經后豐大橋、后里馬場到達本校。 

(2)搭車： 

․高鐵：請搭至台中站轉程台鐵北上：豐原火車站轉豐原各運往大甲經后豐大

橋、后里馬場後於本校大門口下車；后里火車站出站後步行甲后路至三豐路口

左轉到達本校。 

․台鐵：豐原火車站轉豐原各運往大甲經后豐大橋、后里馬場後於本校大門口

下車；后里火車站出站後步行甲后路至三豐路口左轉到達本校。 

․客運：台中火車站前豐原各運往大甲經潭子、豐原、后豐大橋、后里馬場後

於本校大門口下車至后里啟明學校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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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中市立啟明學校簡介 

校    址 421 臺中市后里區廣福里三豐路三段 936 號 

網 址 http://www.cmsb.tc.edu.tw/home 

電 話 04-25562126 

110 學年度招

生科別 

學

前

部 

不分類 

集中式特教班 

招收 2 足歲至未滿 6 足歲身心障礙幼

童(經鑑輔會評估安置)。 

國

小

部 

視障部 
招收 6 歲至未滿 12 歲之視覺障礙或

以視覺障礙為主之多重障礙學生。 

國

中

部 

視障部 
招收 12 歲至 21 足歲以下之視覺障礙

或以視覺障礙為主之多重障礙學生。 

高

職

部 

視障部 
保健按摩服務科 

(1 班) 

招收 21 足歲以下之視障或以視障為

主之國中應屆畢業生。 

啟智部 
綜合職能科 

(1 班) 

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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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特教服

務概況 

本校為特殊教育學校，編制相關專業服務人員，包含社會工作師、臨床

心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心理諮商教師及專業

輔導教師，提供學生所需之相關專業服務。 

學雜費收取

情形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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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就讀特殊教育學校之身心障礙學生，其學費、

雜費及實習實驗費，於學生註冊時逕予免收。 

交 通 ■有交通車(□免費 ■酌收費用) ■附近有公車站  ■附近有火車站 

住 宿 

■提供住宿(□免費 ■酌收費用）□不提供住宿 

備註：學前部學生不提供交通車和住宿服務 

http://www.cmsb.tc.edu.tw/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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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就學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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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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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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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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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交通服務、住宿及學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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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線三條路線（3台交通車），提供居住於臺中市境內之學生搭乘， 

      於每學年度開學前依搭乘學生需求安排行駛路線(交通車路線以幹道 

      主)。 

 (二)假日住宿生返家及返校:於週五及週一時間，校車載送住宿學生往返本 

   校及后里火車站。 

 (三)各班教室、學生宿舍皆有冷氣設備。 

十、本校針對遠道生提供助學金 

  為關心本校遠道清寒學生安心就學，特設立「臺中市立啟明學校學生家長

委員會遠道生助學金實施辦法」，申請資格為家境清寒或領有縣市政府、鄉鎮公

所之證明者，且符合教育部免學費補助方案者。 

導盲犬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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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防疫期間團體活動健康聲明書 

本校依據教育部來函、「傳染病防治法」、「個人資料保護法」第十九條「為增

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以及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疫情，辦理

相關防治措施，需請您提供相關個人資料，蒐集之個人資料類別包括：「識別

類、社會情況類、健康與安全紀錄及其他各項有關檢疫與防治措施作業所必須提

供之個人資料」。 

所蒐集之相關個人資料將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範辦理，於必要時提供相

關執行傳染病防疫工作執行處理、利用個人資料。 

本健康聲明書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公告之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

準辦理，於校務行政作業所及地區內依法處理、利用個人資料。 

敬請您確認下列事項，保證您確實了解相關事項，無隱匿病情，簽署同意書並配

合自主健康管理： 

一、本人未有確診流感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二、未人未有高傳染性疾病。 

三、本人未有發燒(體溫訂定標準:額溫≧37.5度，耳溫≧38度)、畏寒、肢冷、

關節痠痛、腹瀉等疑似流感或冠狀病毒之症狀。如有，為以下哪些症狀： 

□發燒□流鼻水或鼻塞□咳嗽□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腹瀉 

四、本人未持有衛生主管機關或檢疫人員開立之居家隔離通知書、居家檢疫通

知書、健康關懷通知書或自我健康管理通知書。 

五、本人14天內未於高風險環境中工作或與疑似或確診病患直接或間接接觸。 

六、本人於活動開始日前14天未有旅遊史。 

七、活動期間將配合進行體溫檢測及健康監測，若有任何不適症狀、配合團體

規定、落實防疫措施。 

八、活動期間若有任何不適症狀將立即主動通報工作人員及配戴口罩，依活動

防疫負責人指示即刻就醫治療，且不提供相關費用退費。 

九、若有隱匿病情情事將由主辦單位進行防疫通報。 

 

簽署人：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