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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對象招生對象

以中、重度以上智能障礙及以智能障礙為主之多重以中、重度以上智能障礙及以智能障礙為主之多重

障礙（含中、重度自閉症學生）。障礙（含中、重度自閉症學生）。

幼兒部：2－ 6足歲幼兒部：2－ 6足歲

國小部：6－ 12 足歲國小部：6－ 12 足歲

國中部：12 － 18 足歲國中部：12 － 18 足歲

高職部：15 － 22 足歲高職部：15 － 22 足歲

 教育補助費教育補助費 ( 依法令規定為準 )( 依法令規定為準 )

【家戶最近一年度所得未超過新臺幣【家戶最近一年度所得未超過新臺幣

二百二十萬元，得申請本補助。】二百二十萬元，得申請本補助。】

※※書藉費每學期 800 元書藉費每學期 800 元

※服裝費每學年 1500 元※服裝費每學年 1500 元

※伙食費每月 3000 元※伙食費每月 3000 元

※各項獎助學金依需要申請※各項獎助學金依需要申請

 各類相關服務各類相關服務
1. 備有交通車定站接送服務。1. 備有交通車定站接送服務。

2. 高職部學生提供住宿。2. 高職部學生提供住宿。

3. 專業治療師進行復健服務並融入教學、家庭支援3. 專業治療師進行復健服務並融入教學、家庭支援

服務、支持性就業安置服務。服務、支持性就業安置服務。

會長的話會長的話
校長 許碧雲

時間過得好快，碧雲就任嘉智校長，轉眼間已近五個月。

由離別四年的陌生疏離，漸漸找回了昔日的親切與熟悉。能回

到嘉智接任第五任校長，是個人非常崇高的榮譽，也是承擔更

大責任的開始。

我一直秉持著一個信念：特教老師就是特別用心教育孩子

的老師！在特教學校裡工作的每一位同仁，相信都是本持著無

私付出、用心教育的理念，在對待我們的孩子。畢竟孩子的成

長就是老師最好的教師節禮物！！能讓家長安心、信任地把孩

子交給我們，就是對老師最大的肯定與支持！！

這短短的五個月來，碧雲深深地感受到每一位教職員工同仁們的用心及付出，大家

群策群力的往同一個目標『幫助嘉智的每位孩子成長與茁壯』邁進。碧雲真的非常感動

也非常感謝大家的無私給予。相信每位同仁每一天都是帶著微笑，心安的入夢。因為，

在別人的需要中，發揮自己的專業，得到別人的肯定，是最大的幸福！

本校除了擁有完善的設施、人人稱羨的優質校園環境、堅強的專業服務團隊與經驗

豐富的師資外，我們更是一所已將滿二十歲的『成熟』特教學校。除了作為新成立特教

學校的教學楷模外，碧雲更誠摯期盼各位教職員工同仁們，能依循專業成長的核心價值，

積極分享教學經驗、發展校本特色，精進自己的專業素養。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科技化時

代，唯有不斷地吸收新知再成長，才能與時俱進、自信專業地協助孩子適性揚才。

校務工作承先啟後，必須群體齊心協力，朝相同的目標前進！站在傳承的此刻，也

是創新的開始，碧雲對自己有更深刻的許諾，希望幫孩子營造出一個充滿溫馨包容與快

樂感動的學習環境，也將嘉智建構為一所「溫馨和諧、專業服務、 適性展能、樂活創新」

的優質友善校園。

夢想，需要的不是觀望，而是用心的參與與堅定的行動。因此碧雲懇切的期

盼全體同仁與辛勞的家長們，於未來四年給予本校及我最大的支持、鞭策與協

助，讓我能在歷任校長為嘉智奠定的良好基礎之下，深耕傳承再進步。

本校與上海市浦東新區輔讀學校於民國

100 年 7 月 12 日簽約締結聯盟，旨在透過兩

校的互動交流，有效提升特殊教育的教學品

質。兩校已藉由多次互相到訪的交流活動，

奠立了深厚的情誼。今年適逢嘉義啟智學校

創校二十週年，來自對岸的姐妹校特選定 102

年 12 月 9 日至 10 日蒞校參訪、交流，並提

前予以暖壽、祝賀。許碧雲校長表示：非常

高興能從吳校長的手中接下傳承的棒子，迎

接姐妹校的來訪。尤其姐妹校特地費心的將

參訪時程延訂至本校成年之禮 " 二十歲生日

"的前夕到來，不僅提升了二十歲校慶系列活

動的精采度，更為學校提前暖了壽，增添無

限的歡愉、慶賀氣息。

本校姐妹校上海市浦東新區輔讀學校蒞校交流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浦浦浦浦浦浦浦浦浦浦浦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讀讀讀讀讀讀讀讀讀讀讀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蒞蒞蒞蒞蒞蒞蒞蒞蒞蒞蒞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 校長室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招生中！

連絡電話：(05)2858549 轉 101‧更歡迎您蒞校參觀連絡電話：(05)2858549 轉 101‧更歡迎您蒞校參觀
校址：嘉義市世賢路二段 123 號　網址：www.cymrs.cy.edu.tw校址：嘉義市世賢路二段 123 號　網址：www.cymrs.cy.edu.tw

如果您想進一步瞭解，教務處註冊組 竭誠為您服務如果您想進一步瞭解，教務處註冊組 竭誠為您服務

~ 從學前到高職階段，我們服務 2 到 22 歲的朋友 ~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1. 幼兒部：直接向本校報名。1. 幼兒部：直接向本校報名。

2. 小一：向戶籍學區國小或原就讀學校申請轉介本校。2. 小一：向戶籍學區國小或原就讀學校申請轉介本校。

3. 國一：向原畢業學校申請轉介本校。3. 國一：向原畢業學校申請轉介本校。

4. 高一：向畢業學校申請，志願填寫本校。4. 高一：向畢業學校申請，志願填寫本校。

教育目標教育目標

※教學結合復健。※教學結合復健。

※培養學生生活自理和保護自己的能力。※培養學生生活自理和保護自己的能力。

※加強訓練職業技能和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加強訓練職業技能和養成良好的工作態度。

※完善規劃學生就業、就養等相關服務。※完善規劃學生就業、就養等相關服務。

學校特色學校特色

※發展適性教學與活潑化課程，以啟發學生多元智能。※發展適性教學與活潑化課程，以啟發學生多元智能。

※規劃融入社區生活之課程，豐富學生生活經驗。※規劃融入社區生活之課程，豐富學生生活經驗。

※注重學生體能鍛鍊和各項才藝教學，增強學生團體※注重學生體能鍛鍊和各項才藝教學，增強學生團體

合作和生活能力。合作和生活能力。

※積極建立志工服務制度。※積極建立志工服務制度。

※兼顧個別化教學與專業化復健。※兼顧個別化教學與專業化復健。

※注重教師進修研習，提升教師專業知能。※注重教師進修研習，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102 學年第 1 學期體育競賽榮譽榜102 學年第 1 學期體育競賽榮譽榜
編號 捐贈者 物品名稱 數量 分送對象

1 金龍冠食品公司 月餅 800 個 全校學生

2 王祥林 柚子 1 批 本校需援助共 1 位學生

3 王焜弘（榮醫）  柚子 1 箱 本校需援助共 1 位學生

4 廖國欽（榮醫）
月餅 12 盒

本校需援助共 13 位學生
百香果 1 袋

5 胡純貞 柚子 1 箱 本校需援助共 1 位學生

6 北安宮 贊普品（飲料、麵、米、餅乾等 ) 20 份 本校需援助共 20 位學生

7 北安宮 贊普品（橄欖油 ) 16 瓶 本校需援助共 16 位學生

8
嘉義縣水上鄉良都
社區二聖街 33 號

斗裝白米、花生油、肉鬆、醬油、油膏、
冬粉、米粉、豆枝、汽水、麵條、鰻魚罐
( 三罐 )

60 份 本校需援助共 60 位學生

各界捐贈物品各界捐贈物品

編號 姓  名 收據編號 日  期

1 王仁利 A00482 102.06.19

2 黃達新 A00536 102.08.20

3 許碧雲 A00547 102.09.12

4 曾雅琴 A00555 102.09.27

5 陳政見 A00563 102.10.08

6 許正憲 A00588 102.11.25

7 林秀香 A00598 102.12.05

校務基金捐款校務基金捐款

編號 捐款人 興學經費收據號碼 助學金收據號碼 校務推展費收據號碼

1 基隆木蘭獅子會 1013001

2 曾治仁 1021001

3 廖洛萱 1021029

4 廖珮淇 1021030

5 許碧雲 1023001

6 張鏡州 1023002

7 許正常 1023003

8
薪鼎建設有限
公司 ( 鄭价良 )

1023005

9 李黃金英 1022003

10 李明德 1022004

11 溫雅惠 1022005

12 黃立博 1022006

13 陳淑儀 1022007

14 沈佳杰 1022008

15 陳春梅 1022011

16 蘇碧鶯 1022012

17 鄭鈞元、鄭鈞祐 1022013

18 蕭安俊 1022014

19 張英豪 1022015

20 游世坤 1022016

21 黃義忠 1022023

22 林孟霏 1022039

23 朱崴鍇 1022067

24 郭禹成 1023008

25 張國東 1022081

26 游淑玲 1022082

27 張自勉 1022083

28 陳  紜 1022084

29 謝雅如 1022085

30 林筱涵 1022086

31 蔡菀娗 1022087

32 周雅容 1022088

33 洪怡君 1022089

34 陳姿伶 1022090

35 黃陳悅 1022091

36 林秀嬉 1022092

37 何明洲 1022093 1021038

38 林岳增 1022094 1021040

39 林孟渝 1022096

社會人士捐款社會人士捐款

編號 班級 學生姓名 捐款人 興學經費收據號碼 獎、助學經費收據號碼 校務推展費收據號碼

1 小熊 林沛語 李盈嫻 1022001

2 小乙 臧永恆 葉  菁 1022069

3 小乙 臧永恆 葉  菁 1022077

4 小乙 葉在斌 鄭梅津 1022072

5 小己 楊謦彰 楊文鑫 1022028

6 小己 楊謦彰 楊文鑫 1012100 1011079

7 中一乙 林伶依 林素紅 1022042

2 中一丙 許雅雯 洪玉梅 1022025

8 中二甲 楊宗翰 陳美慧 1022032

9 中二乙 劉智中 劉主恩 1022080

10 高一甲 林莉涵 林育杉 1021021

11 高一乙 林堉勝 簡雅慧 1022034

12 高一乙 沈蜂畯
呂秀英

芳輝商行
1023007

13 高一丙 林宜均 林文相 1022075

14 高二丁 林沛勤 林喬崙 1022079

15 高二戊 孫  悅 孫文昌 1022078

16 高三甲 李明真 李富順 1022076

17 高三丙 黃冠霖 黃淑惠 1022009

18 高三丙 黃冠霖 黃淑惠 1022010

19 高三丁 張儀茵 游瑜芬 1022019

20 高三戊 柳昀佑 柳忠義 1022029

21 高三戊 臧祐廷 吳玉香 1022066 1021032

家長委員捐款家長委員捐款

編號 班  級 學生姓名 捐款人 興學經費
收據號碼

獎、助學
經費收據

號碼

1 小  己 石欣立 石文強 1022026

3 中三甲 林筠涵 林建良 1022033

4 中三丙 葉佳霖 葉成富 1022027

5 中三丙 蕭雅嫻 曾慧文 1022002

6 高二甲 黃子銘 黃順風 1022024 1021017

7 高二甲 林柏翰 林聰智
( 弘偉公司 ) 1022020

8 高三乙 林品澔
林峻慶德橋
保險經紀人

事務所
1021024

會員代表捐款會員代表捐款

日 期 發放對象 原 因 金 額 款項用途

10 月 本校學生 本校學生通過丙級
烘焙檢定考試 1200 獎勵金

10 月 本校高職部學生 輔具補助 ( 助聽器 ) 10000 輔具補助

10 月 本校高職部學生 榮獲文薈獎 800 獎助金

11 月 本校高職部學生 家庭變故 8000 急難救助

家長會家長會奬奬助學金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發放情形助學金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發放情形

10 月 本本校高本本本 職部學生

11 月 本本本校高本本 職部學生

102 年度第 1 學期本校接受各界捐贈芳名錄102 年度第 1 學期本校接受各界捐贈芳名錄
                                ( 統計至 102.12.8 止 )                                ( 統計至 102.12.8 止 )

校長 許碧雲雲

『心的傳承、新的展望』『心的傳承、新的展望』
家長會長  劉主恩家長會長  劉主恩

大家平安 !    

主恩自接任家長會會長以來，感謝校長和各處室主任職員與

輔導會長還有歷屆幾位榮譽會長關心的指導，更慶幸是在優秀的

副會長和常委及各各家長委員團隊中，共同的來付出推動運作，

真是令人感動，讓所有事情大致都得以順利的進行。

感恩上天讓我們都擁有祂變相的賜福 - 我們的寶貝，也是沒

有人能體會的福氣，相信背後必有大大的福份要降臨給大家的。

在我的信仰所讀的聖經中有一段故事談到，老師 ( 耶穌 ) 就

以一位殘障人士為例對一群門徒說 :『他殘缺跟他自己或他父母

的罪都沒有關係、而是要在他身上顯出上帝的作為來。』事實證

明從多少寶貝在進步成長中被孕育出的榮耀事績。

讓我們互相激勵，不氣餒、有信心，在人世間還有多付出神

賜人愛的機會，相信只要在今生有信心上帝有祂美好旨意安排，

不論那有形無形、肉體或心靈的殘缺都要被安慰得醫治了。屆時

祂必讚賞說 :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好管家，我必將福份要賞賜給

你。

102 年嘉義市身心障礙運動會
滾球比賽

12 歲以上男子組冠軍
李家祥、張家誠
李柏宏、吳文慈

12 歲以上女子組亞軍
張瑜芯、李芷寧
張儀茵、張淯淨

12 歲以上女子組殿軍
蔡宜婷、張菀真
許嘉玲、侯宜伶

趣味競賽
戰戰競競趣味競賽

第二名
張儀茵等 12 人

2013 全國身心障礙地板滾球
大賽 ~ 南區初賽

心智組 第一名
張瑜芯、李芷寧
張儀茵、張淯淨

腦麻組 第二名
林柏翰、連振宇及
校友蘇育弘、校友

李文琇

第 3 屆台灣中南區 「亞特盃」
心智障礙運動會比賽

壘球擲遠 第一名 吳孟鴻
壘球擲遠 第四名 張哲嘉
立定跳遠 第三名 許嘉宏
有氧登階 第一名 許珈芸、王文品
有氧登階 第二名 張家誠

籃球原地運球 第一名 吳文慈
籃球原地運球 第二名 林冠成
籃球原地運球 第三名 侯宜伶

籃球原地運球 第五名 洪品維
籃球籃下投球 第一名 鄭又誠
籃球籃下投球 第二名 賴孝儒、葉建亨
籃球籃下投球 第五名 林宜均
籃球曲線運球 第一名 張瑜芯
籃球曲線運球 第二名 張文雅
籃球曲線運球 第四名 許登富
桌球對空彈球 第一名 張儀茵
桌球對空彈球 第四名 李芷寧

60 公尺 第一名 楊宗翰
60 公尺 第三名 劉智中、張祐慈
100 公尺 第一名 蔡家寶、張永瑞
100 公尺 第一名 李家祥
200 公尺 第三名 陳芳萱、蔡宜婷

102 年全國特殊教育盃羽球賽 第四名 張永瑞

編號 班級 學生姓名 捐款人 興學經費收據號碼 獎、助學經費收據號碼
1 小乙 張宏立 周錦蘭 1022070
2 小乙 邱于芳 劉芬 1021034
3 小乙 陸俊宇 柯草 1022071
4 小丙 黃宜德 ( 陳淑敏 ) 吳珮錡 1022045 1021012
5 小丙 廖葳任 廖英旭 1021002
6 小丙 林育伶 蔡貞珍 1022060
7 小已 林維泓 林國隆 10251036
8 中一甲 邱孟萱 邱鴻鈞 1022051 1021019
9 中一甲 張清騰 張嘉旺 1022050 1021018
10 中一甲 楊壹舜 劉文華 1022064
11 中一丙 王禹安 曾燕如 1022040
12 中二甲 黃達云 吳素鳳 1021005
13 中三甲 何咨螢 江寶綢 1021027
14 中三甲 吳柏毅 陳麗青 1022022
15 中三丙 林雅萍 林莉菁 1021008
16 中三丙 許嘉玲 許登棧 1021016
17 高一甲 姚慧茹 蔡錦芍 1022038
18 高一甲 鄭又誠 陳鳳如 1022036 1021006
19 高一甲 曾國韋 曾煥泰 1021009
20 高一甲 楊渝翔 楊世宏 1022037 1021007
21 高一甲 黃韋勳 詹淑敏 1022052
22 高一甲 王詠麟 陳利勳 1022017
23 高一乙 洪婉婷 洪振欽 1021004
24 高一乙 黃永祥 黃俊榮 1022018 1021015
25 高一乙 劉福寶 劉富彬 1022063 1021031
26 高一丙 李易隆 李柯素貞 1021013
27 高一丙 林威廷 林良成 1021014
28 高一丙 徐瑋廷 蔡美玲 1021003
29 高一丙 連振宇 王彗蓉 1021035
30 高一丁 陳姵妏 李秀桃 1022061 1021026
31 高一丁 陳姵妏 李秀桃 1022062
32 高一丁 邱薇真 吳淑英 1022043
33 高一丁 林欣頡 林世恭 1022044 1021011
34 高二甲 張駿瑋 蔡巧蓁 1022021
35 高二甲 張駿瑋 蔡巧蓁 1022049
36 高二乙 何佳錦 何文照 1022047
37 高二乙 洪于聖 洪世杰 1022054
38 高二乙 蔡明玉 陳麗雅 1022046
39 高二乙 許傳得 許廣文 1022055
40 高二乙 周芫丞 周芫丞 1022053 1021023
41 高二丙 丁雯玲 丁順治 1021022
42 高二丙 葉佳霖 葉盟威 1021020

43
高二戊 林瑞賢 林仁傑 1022073
高二戊 陳秋秒 陳富雄 1022095 1021041

44 高三甲 沈榆婷 沈文邦 1022059
45 高三甲 林姿秀 林坤良 1022068 1021033
46 高三甲 許爵廷 許龍吉 1022058
47 高三甲 賴孝儒 賴添丁 1022057 1021025
48 高三乙 洪品維 洪世居 1022030
49 高三乙 蔡宜婷 蔡長丑 1022031
50 高三丙 杜榮瑜 鄭修吉 1021037
51 高三丙 邵于庭 邵瑞梧
52 高三丙 許家馨 許正憲 1022074
53 高三丙 陳信豪 陳哲志 1022035
54 高三丙 陳盈真 黃秀梅 1022041 1021010
55 高三丁 李芷寧 蔡秀梅 1022048
56 高三戊 陳旺山 李秀桃 1021028

各班家長捐款各班家長捐款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102學年度校慶系列活動-102學年度校慶系列活動-
指導老師 /王毓凱

筆墨迎雙十筆墨迎雙十

改善前改善前

改善前改善前

改善前改善前

改善前改善前

改善後改善後

改善後改善後

改善後改善後

改善後改善後

輔導室輔導室

中華民國一○三年一月三日中華民國一○三年一月三日 第三版　處室活動、師生園地第二版 處室活動

教務處教務處

學務處學務處

人事室人事室

牙醫師公會到校檢查學生牙齒 全國地板滾球錦標賽暨運動會 ~
南區初賽

扯鈴隊至嘉義大學表演

班際運動競賽 ~ 大隊接力 租借社區游泳池教學計畫 菸害防治宣導

運動器材使用安全教育研習 嘉智小市長交接 嘉智小市長競選發表

嘉義市身心障礙運動會頒獎 嘉義市身心障礙運動會滾球比賽 環境教育研習

就業轉銜職場參訪 - 光泉牛乳

就業轉銜職場參訪 - 雲林縣身心
照護協會樂活農場

社區大學協助本校種植火龍果

均質化農藝特色體驗課程 嘉大農藝系學生到校服務學習

嘉義縣促進就業宣導會 職業轉銜服務家長座談會

均質化教師研習 均質化繪畫課程融合體驗 科博館到校服務

生命教育講座 防身術教學

輔具研習

性平知能研習

親職教育講座

性平教育宣導

嘉義區高中職學生鑑輔會

暑假家長成長團體

應用行為分析研習

林務局移撥洋紅風鈴木 林務局移撥矮仙丹及紅茄苳 教學大樓一樓新設廁所隔間

新購中型復康巴士 新作農藝場噴霧系統 新作教學大樓噴霧系統 新設遊戲加壓幫浦

教學大樓 - 康芮颱風時損毀

樓梯寬度及扶手不符規定

跑道高低落差

升旗台前高低差及扶手不符規定

教學大樓 - 康芮颱風時損毀後修復

扶手符合規梯面加寬定

跑道無落差

升旗台前無落差，扶手符合規定

中一丙 李欣汝 中二乙 陳柔妏

中一甲 賴柏文 高一丙 林宜均 中三乙 吳瑋翔 中二丙 張菀真

高二乙 施宗倫 中一甲  吳宜璉

全校教職員工「適性揚才」研習

鄭慧蓮同學畫展開幕 鄭慧蓮同學獲頒文薈獎 學藝競賽

實
輔
處

實
輔
處

非常感謝下列愛心企業廠商非常感謝下列愛心企業廠商
提供本校學生實習就業機會提供本校學生實習就業機會
● ● 威盛加油站威盛加油站
● ● 新芳商行（麵包廠）新芳商行（麵包廠）
● ● 北回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北回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 左阜右邑餐廳左阜右邑餐廳
● ● 滿福樓餐廳滿福樓餐廳
● ● 全買大賣場全買大賣場
● ● 台灣流體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流體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 ● 阿宏手工洗車阿宏手工洗車

愛
心
企
業
廠
商

愛
心
企
業
廠
商

總務處總務處

指
均質化繪畫特色課程作品均質化繪畫特色課程作品   

輔導室輔導室

園藝治療研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