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 東 縣 立 初 鹿 國 民 中 學 特 殊 教 育 運 用 社 區 資 源 檔 案 
類別 單位名稱 服務內容 聯繫方式 相關網址 

特殊教

育資源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1.特殊學生之鑑定、就學及心理輔導。 
2.特殊教育法規及疑難問題之諮詢。 
3.特殊教育教學問題之研究及諮詢。 
4.特殊教育教學資源之交換與提供。 
5.特殊學生家長親職教育問題。 
6.特殊個案之輔導諮詢及追蹤研究。 
7.特殊教育教學實務問題研討。 
8.其他有關特殊教育事項之辦理。 

電話：（089）361107 https://sect.nttu.edu.tw/ 

國教署特教 
網路中心 

1.特教網絡及資源分享 
2.政策宣導 
3.鑑安輔業務 

傳真電話：049-2392903 
https://www.aide.edu.tw/ischool/publis
h_page/0/ 

網路教

學分享

資源 

愛無礙數位 
學習教材 

大專校院／高中職／國中小之特殊教育

資源教材分享平台。 
網站聯絡窗口: garage@daleweb.org http://contents.daleweb.org/ 

無障礙全球 
資訊網 

1.身心障礙者新聞動態、各種法規 
2.身心障礙者相關輔具、電子圖書資訊查

詢。 
3.視障者常用軟體與資訊。  

電話：(02)7730-0606 http://www.batol.net/ 

醫療救

護資源 

台東基督教醫院 專業醫療評估診治。 電話：089-960888 http://www.tch.org.tw/TchWeb/ 
台東馬偕 
紀念醫院 

專業醫療評估診治。 電話：089-310150 http://ttw3.mmh.org.tw/ 

榮民總醫院 
台東分院 

專業醫療評估診治。 電話：089-222995 http://www.vhtt.gov.tw/index.php 

心理諮

商資源 
 

張老師全球資訊

網 
身心輔導、心理諮商、心理治療與心理衛

生教育推廣等有關工作。 
電話：02-2596-5858 分機 406 http://www.1980.org.tw 



     

家庭社

會福利

資源 

社團法人臺東縣

自閉症協進會 

1.提供自閉症患者及其家庭諮詢或輔導。 
2.宣導並提供有關自閉症與早期療育與

社會福利資源及知識訊息。 
3.推廣社會人士對自閉症的認識、關心、

接納及支持。 
4.組織內設立志願服務組，以協助自閉症

患者之復健。 
5.促進自閉症患者相關復康復建、心理及

生活層面支持服務。 
6.舉辦自閉症教養講座及問答座談會，使

其家庭受惠。 

電話：089-342330 http://www.ttaa.org.tw/ap/index.aspx 

家立立基金會 

1.心理諮商服務 
2.部落星光據點 
3.無依寶貝照護 
4.兒少陪伴關顧 
5.書信認輔 
6.「非行」青少年生命教育 
7.弱勢家庭關懷 
8.教育訓練及研習課程 
9.其他社福資源轉介 

電話：089-322135 分機 401~422、089-
322136 分機 401~422 

http://www.gll.org.tw/GllWeb/ 

失親兒福利基金

會台東服務處 
獎助學金、急難救助、心理輔導、課業輔

導。 
電話：08 9220472 https://www.orphan.org.tw/ 

家扶中心關山服

務處 
經濟扶助、親職能力的提升、學童自我的

探索體驗、自我能力培育、衛教觀念。 
電話：(089)814751 

http://www.ccf-tt.org.tw/about-
ccf/about-ks.html 

臺東縣家庭福利

服務中心縱谷線 

脆弱家庭個案管理、團體或社區方案、及

福利服務資源之發掘、整合、運用與轉介

等。 
電話：(089)814-177 https://ppt.cc/fWZ8Cx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肯愛社會服務

協會 

個案照護、團體療育、福利照護、社會宣

導。 
電話：02- 6617 1885 https://www.kimoji.org.tw/wordpress/ 

 
★參訪機構單位資訊 

序號 單位 地址 聯繫電話 

1 卑南鄉公所 臺東縣卑南鄉和平路 111 號 381368 行政室 

2 卑南鄉代會 臺東縣卑南鄉和平路 134 號 382018 

3 卑南衛生所 臺東縣卑南鄉和平路 132 號 382030 

4 卑南鄉戶政事務所 臺東縣卑南鄉和平路 136 號 323490#201  

5 初鹿派出所 臺東縣卑南鄉梅園路 83 號 571126 

6 臺東縣警察局 臺東縣台東市中山路 268 號 322034＃2222 或 334473 

7 臺東縣縣議會 臺東縣台東市中興路二段 727 號 227119＃281-3 

8 臺東地檢署 臺東縣台東市浙江路 310 號 310280＃129 

9 臺東地方法院 臺東縣台東市博愛路 128 號 310230 訴訟輔導科 

10 初鹿牧場 臺東縣卑南鄉 28 鄰牧場 1 號 089-571002 

11 台東原生應用植物園 臺東縣卑南鄉試驗場 8 號 089-570011 



12 曲禾酒莊 臺東縣卑南鄉明峰村鹿鳴橋 2 鄰 29-3 號 089-570561 

13 關山親山農園 臺東縣關山鎮崁頂 84-20 號 賴善能先生 

14 關山聖十字架療養院 臺東縣關山鎮中正路 55 號 811073  

15 池上鄉農會碾米工廠 台東縣池上鄉新興村 7 鄰 85-6 號 089-862643 

16 空軍志航基地    

17 台東基督教醫院 臺東縣台東市開封街 350 號 960888#1386  

18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臺東縣台東市正氣北路 911 號 
226389#2000 綜合業務組 

226389#2431 諮商輔導中心 

19 公東高工 臺東縣台東市中興路一段 560 號 222877#602 實習處 

20 育仁中學 台東市中興路四段 485 號 382839 輔導室 

21 關山工商 臺東縣關山鎮民權路 58 號 089-811006 

22 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321 號 06-2661193 

23 
開富食品國際有限公司 

（水巷茶弄） 
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 82 號 07-3552288#216  

24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屏東縣南州鄉三民路 367 號 088647367#199  

25 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148 巷 24 號 02-27556939 公關室 



26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 125 號 02-28970011#3336  

27 華碩電腦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 15 號 02-28943447  

28 和碩科技 台北市北投區立功街 96 號 02-81439001#32247  

29 懷德居木工實驗學校 新北市林口區嘉寶里二鄰 5 號 02-26099458  

30 森平房工作室 台北市太原路 54-1 號 02-25587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