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 103 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幼兒轉銜系列活動
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實施要點

（二）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普通學校輔導特殊教育學生支援服務辦法

（三）

彰化縣 103 年度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學生鑑定及安置作業工作計畫

二、 目的：
（一） 使身心障礙學生接受適性教育，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培養健全人格，提供整
體性及持續性的專業服務。
（二） 提供家長身心障礙學生入學資訊，協助家長做好入學準備。
三、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承辦單位：彰化縣彰化市泰和國民小學、彰化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協辦單位：本縣各國民小學、本縣各公私立幼兒園、彰化縣兒發展通報轉介中
心、彰化縣兒童發展個案管理中心、彰化縣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四、 實施方式：
（一）

入幼兒園特教相關服務講座

1. 參加對象：103 學年度年滿 2 足歲以上（101.09.01 前出生）尚未就讀幼兒園之
身心障礙幼兒家長、及幼兒園教師等，計 100 名。
2. 辦理方式：邀請專家學者及富教學經驗之教師，講授入學前教育階段之準備工
作，並認識本縣學前特殊教育服務內容。
3. 講座時間、地點及內容：
日期

地點

講師

5 月 17 日（六） （北彰） 鹿港鎮

洛津國小

5 月 18 日（日） （南彰） 北斗鎮

北斗國小

台中教育大學
大成國小

學前巡迴教師

台中教育大學
大成國小

吳佩芳 教授
吳佩芳 教授

學前巡迴教師

課程內容
報

9：00-9：30
9：30-11：30
(2 小時)

11：30-12：30

到

‧特殊需求幼兒入幼托園所及相關機構之入學準備
‧早期療育服務介紹
學前教育階段教育安置與特教服務內容

(1 小時)

（二）

入國小特教服務及教養講座

1. 參加對象：103 學年度年滿 6 足歲以上（96.09.02~97.09.01）之身心障礙學生家
長、教師等，計 100 名。
2. 辦理方式：邀請富有教養身心障礙孩子經驗之專長人員分享親師溝通技巧。
講座內容：
日期

地點

講師

4 月 26 日（六）

（北彰） 鹿港鎮

洛津國小

員東國小

謝金龍老師

5 月 24 日（日）

（南彰） 北斗鎮

北斗國小

萬來國小

許惠菁老師

課程內容
報

09：30-10：00
10：00-11：10

到

‧上小學需要注意的事
‧如何與老師及學校相關人員溝通

(70 分鐘)

11:20~12:30
(70 分鐘)

（三）

‧孩子入小學對家庭可能造成的影響
‧如何全家合作與老師做好溝通
‧如何激勵全家迎接挑戰

小一融合教育新生入學準備班

1. 辦理學校：本縣各國民小學得視學校校務運作情形申請開辦。
2. 參加對象：
(1) 特殊教育學生：
a. 設籍本縣，103 學年度入小學（96.09.02~97.09.01）之身心障礙學生。
b. 經鑑輔會鑑定安置小一就讀班型為「普通班」之學生。
c. 家長有意願且上課期間能自行接送者。

(2) 一般學生：
a. 設籍本縣，103 學年度入小學（96.09.02~97.09.01）之學生。
b. 家長有意願且上課期間能自行接送者。
3. 各校申辦方式：
(1) 申請時間：103 年 4 月 29 日前，檢附計畫、概算表、報名清冊，寄至特教
資源中心（巫敏綾老師收）
，5 月 23 日前將函知審核結果，並直接核定經費
予開辦學校。
(2) 辦理時間：103 年暑假期間，每校可申請開辦一至二週。
(3) 報名資格分為特教生及普通生，兩類學生之班級人數比率應控制在 1:5 至
1:3 之間，以維持班級常態運作並達融合教育之目的。
3. 辦理方式：由單一學校主辦，可與他校合辦，增加參與學生來源。開辦（合辦）
學校主動告知辦理入學準備班活動。並於暑假中，模擬國小學校團體生活、作
息，教導新生入學所需之基本技能，培養適應能力，使其順利適應學校生活，
每班學生至多 30 名，每班教師 2 名（含普通教師 1 名、特教教師 1 名）。
4. 備註：103 年 4 月欲申辦學校接受家長報名，5 月經縣府審議各校開班計畫後，
視各校報名情形得由特教中心協助於 6 月召開特生面談會，以利帶班教師瞭解
學生能力現況，設計課程內容。7 月督導各校召開課程、籌備會議及辦理相關
前置作業。

（四）

集中式特教班轉銜先修服務

1. 辦理學校：本縣各設有集中式特教班之國民小學得視學校情形申請開辦。
2. 參加對象：
(1) 設籍本縣，103 學年度入小學（96.09.02~97.09.01）之身心障礙學生。
(2) 經鑑輔會鑑定安置小一就讀於上列開辦學校，且班型為「集中式特教班」。
(3) 家長有意願且活動參與期間能自行接送者。
3. 各校申辦方式：
(1) 申請時間：103 年 4 月 25 日前，檢附計畫、概算表、家長報名表(影)，寄
至特教資源中心（巫敏綾老師收），5 月 23 日前將函知審核結果。
(2) 實施期間：103 年 6 月份。各校實際辦理天數及日期，視校務運作情形及與
家長共同協商訂定，但單一學生試讀天數以 8 個半天為上限。

4. 實施方式：開辦學校主動告知提供試讀服務，並經家長同意後，得依據學生障
礙情形及特殊需求，彈性調整實際試讀時間與方式，使學生能提早認識學校環
境、教師及作息模式，同時教師亦得以評估入學後各項服務申請需求。
5. 俟本縣鑑輔會完成 103 學年度幼小跨轉銜鑑定安置後，開辦學校應由校長召集
相關人員（行政人員、特教教師、家長、專業人員等），召開試讀輔導會議，
根據本計畫擬定校內試讀服務計畫及協調相關措施，據以辦理。
6. 成功開辦之學校，每一名學生每先修半天（3 小時）補助開辦經費（含教材、
教具費、誤餐費、保險費等）500 元整。特教班教師得於活動開始前，至先修
學生園所或家中進行能力評估及家庭訪問，每評估一名學生給予公假登記一
日。
7. 績效評估：
(1) 開辦學校行政人員、特教教師及家長意見回饋。
(2) 請於各校試讀服務計畫實施完竣後一個月內召開檢討會，檢討執行成效，並
將意見回饋及檢討會會議紀錄寄至特教中心鑑定安置組彙整。

（五）

入國小申請特教服務轉銜講座

1. 參加對象：104 學年度年滿 6 足歲以上（97.09.02~98.09.01）之身心障礙學生家
長、教師等，計 100 名。
2. 辦理方式：由本縣學前巡迴教師，於本縣各兒童發展社區資源服務中心分區辦
理，講授入國小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相關權益、服務及申請流程。
時間

分區地點

主講者

103 年 10 月 4 日（六）
彰化市
上午 10:00~12:30

慈愛殘障教養院

大成國小

學前巡迴教師

103 年 10 月 18 日（六）
鹿港鎮
上午 10:00~12:30

聖母聖心啟智中心

大成國小

學前巡迴教師

103 年 9 月 27 日（六）
員林鎮
上午 10:00~12:30

聖家啟智中心

大成國小

學前巡迴教師

103 年 11 月 22 日（六）
溪湖鎮
上午 10:00~12:30

溪湖鎮藝文中心

大成國小

學前巡迴教師

（六）

編印特殊教育宣導手冊及折頁

1. 發送對象：本縣公私立幼兒園及相關單位、早療通報有案之家長等。
2. 內容：彙集縣內就學資訊、福利服務及相關教育服務等介紹。
3. 預計數量：手冊及折頁各 1000 本/份。

七、經費：辦理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彰化縣政府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八、附則：
（一） 除實施方式第六項外，其餘活動均採事先報名參加。
（二） 如於假日辦理之活動，相關工作人員給予補休假。依據「彰化縣政府暨所屬
機關員工加班管制要點」須於差畢之次日起六個月內補休假而無法於規定期
限內完成補休者，不得改發加班費。
（三） 本活動辦理完畢後，績優工作人員依公立學校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辦理敘獎。
九、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