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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階段轉銜鑑定安置作業事項 

一、各校（單位）工作： 

（一）時間：103 年 8 月至 104 年 7 月。 

（二）針對個案擬定（生涯）轉銜計畫並納入個別化教育計畫，安排合適課程以利銜接下一個教育

階段。 

（三）更新及維護特教通報網資料。 

（四）各校辦理轉銜說明活動：辦理家長座談會，說明未來升學路徑及相關注意事項，及安排轉銜

參觀下一個教育階段，認識未來的環境。 

（五）召開轉銜會議，邀請相關人員（家長、導師、特教班級教師、行政人員及相關教師）與會，

並邀請未來欲安置學校及班別（以戶籍所屬學區為主，若欲就讀特教班，以其所屬鄉鎮為

原則）相關教師參與；會中說明個案現況、所需之服務、欲減少班級人數及未來輔導重點（欲

就讀國立宜蘭特教學校之國小畢業生，請確定障別是否為智能障礙重度或以智能障礙為主之

多重障礙）。 

（六）每年 1月 2日至 1月 10 日請到特教通報網填寫轉銜表，有基本資料、學習紀錄、專業及相

關服務及未來安置等四大項。（學生現況能力分析每個項目至少填寫 30 個字以上，並且各項

資料填寫詳實完整，以利提供學生整體性特教服務）。 

（七）轉銜鑑定安置：請各校於隔年 1月 16 日（五）前繳交所需檢附資料至本縣特教資源中心，

依相關流程作業（本府隨公文寄發預計安置通知單，請學校轉交家長填寫同意書）。 

（八）移轉相關資料：書面資料部分包含個案鑑定及就學輔導；網路資料部分（六月完成）請填寫

完整並異動至下一個教育階段。 

（九）試讀計畫：每年五月下旬月由本府發文請各校先徵求家長同意，辦理試讀活動（升國小身障

生全部納入，升國中以特教班學生為主），以協助個案提早瞭解下一個教育階段安置環境，

也讓下一個教育階段安置人員經由各項服務清楚個案能力概況及相關需求。 

（十）下一個教育階段準備活動：除安排試讀外，並視需求邀請學生原安置場所相關人員參加個別

化教育計畫會議，並協助辦理各項服務及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十一）各校收到新安置學生公文名單後進行工作事項： 

1.由特推會召開會議決定個別學生的 IEP 團隊小組代表進行後續工作。 

2.依上一個教育階段所提供資料開始評估學生能力，並配合相關評估工具及需要至上一個

教育階段與相關教師進行訪談、家庭訪問等等，掌握學生特殊需求。 

3.依據各項能力指標初步擬定學生 IEP 學年和學期目標及課程需求。 



 2

4.召開個別 IEP 會議，決定個別學生下一年度的課程需求。 

5.統整各個別 IEP 的課程與需求。 

6.召開特推會決定整體課程規劃與學校相關支持服務的提供。 

7.參加課發會審查特教整體課程規劃。 

8.提交排課需求表交至教務處，優先排課。 

另外依據本縣各項法規進行編班，共創有利身障生之友善班級環境。 

二、本府行政工作： 

（一）103 年 9 月發文各校轉介學生至鑑輔會辦理重新鑑定。 

（二) 103 年 12 月 3 日（三）召開分區工作說明會。（說明轉銜流程及各個時程所需完成工作） 

（三）104 年 1 月 10 日前請各校將檔案冊彙整完整送件。（各校務必準時並完整繳交檔案冊，其中

包含特教通報網基本資料、轉銜服務資料、安置會議紀錄表或綜合研判建議報告書、最新

IEP 資料、最新醫療報告、身障手冊、戶口名簿、轉銜會議紀錄） 

（四）104 年 1 月 11 日至 2月中旬前完成資料建檔，特殊個案並由專業人員進行聯合評估。（預計

學前 170 人，國小 160 人，進行個案資料建檔、鑑定、寄發給學校--安置時間表、學生預計

安置通知單--請學校轉交家長） 

（五）104 年 3 月初完成審查申請暫緩入學、延長修業年限及特殊個案。 

（六）1.安置會議預計時間及地點： 

103 年 3 月中旬（三）大班升小一、小六升國一假特教資源中心 3樓綜合教室。 

      2.安置會議辦理方式： 

發文學校安置時間表及學生預計安置通知單，請家長繳回回條至原轉介學校，是否同意預

計安置學校班別。 

＊同意：請原轉介學校依安置時間至特教資源中心將家長同意書繳至欲安置學校。(家長可

選擇出席與否) 

＊不同意：請原轉介學校邀請家長依安置時間至特教資源中心與本府代表、欲安置學校人員

共同討論安置之最適切性。（家長務必出席） 

若家長未出席且未依規定繳交回條者，由本府依鑑定安置結果逕行安置，家長及學校不得

提出異議。 

（七）104 年 3 月底前發文各校確定安置名單。（學前、國小、國中、學管科、特教科） 

（八）104 年 5 月 31 日前發文各校辦理試讀計畫。（請各校先行徵詢家長同意） 

（九）104 年 8 月 31 日前追蹤各校特教通報網是否完成轉銜。（請原轉介學校於特教通報網務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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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整並辦理異動，安置學校盡快完成接收，教育部暨本府皆有專人追蹤） 

（十）104 年 10 月底前依規定追蹤調查國三未升學特殊需求學生進程。 

三、其它注意事項： 

（一）各校務必於隔年一月填寫轉銜表（因為學生隔年才有畢業），資料不齊者一律不收件。（送件

時請各校再次確認通報網資料之正確性） 

（二）欲就讀國立宜蘭特殊教育學校及縣內國中、小特教班之學生，請依最新鑑定會議結果安置最

適切場所。 

（三）更改安置班級者，一併依最新鑑定會議結果安置最適切場所。 

（四）安置時一律依學生戶籍所屬學區，如有特殊情形，再協調跨校或跨區安置。 

（五）如有參加本縣大學區學校學生者請依其實施要點辦理。 

（六）醫療診斷報告、聯合評估報告書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請以 1年內（103 年 1 月 10 日前）

之最新資料呈報。（身障證明(手冊)務請確認是否超過重新鑑定期限） 

（七）應入小一就讀之身心障礙學生，如欲申請暫緩入學者，仍應依安排時程呈報並同時填寫暫緩

入學檔案冊及轉銜鑑定安置檔案冊。 

（八）欲申請延長修業年限之身心障礙學生，請配合轉銜時程提出。 

（九）為使鑑定更加完整，並使學前身心障礙幼童得到適切的特教服務，每位學生皆須辦理轉銜服

務；已接受巡迴輔導班服務幼童，原則上升小一後仍持續接受各類特教班級服務。 

（十）大班升小一之發展遲緩兒童，為符合特教法相關規定（發展遲緩指未滿六歲之兒童），本府

於每年 12 月初發文至各校解除其特教身分（學生如仍有特教需求請依相關規定流程轉介鑑

定申請）。 

（十一）暫緩入學申請通過兒童，未來就讀學校、巡迴輔導班及相關人員請召開安置會議，以確定

最後安置地點。 

（十二）各班別簡要說明： 

1.集中式特教班：學籍在特教班級，平時上學時間皆於同一班級接受服務。 

2.不分類資源班（服務本校特教生）及巡迴輔導班（服務本校及巡迴區域特教生）：學籍在

普通班，依個案學習情形，以外加或抽離課程方式服務。 

3.各類巡迴輔導班：每週一至二次（每次一至二節課）到各校服務有需求之各類別特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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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通訊錄及 103 學年度設班概況 
國中： 

鄉鎮市 學校 
特殊教育班級 

     班別/班數/交通車  
電話/分機 

特教組長 

/承辦人 
傳真 

中華國中 資源班(1) 9382704*106 游靖喻 9380930 

宜蘭國中 
集中式特教班(1)  

資源班(1) 
9322519*404 林惠娟 9353063 

復興國中 
資源班(1) 
聽障巡迴輔導班(1)巡迴溪北 9322942*5051 王淑貞 9321067 

宜蘭市 

凱旋國中 資源班(1) 9255600*700 梁舒棉 9255300 

東光國中 
聽障巡迴輔導班(1) 巡迴溪南 

資源班(1) 
9542603*601 陳君蘭 9560629 

國華國中 資源班(2) 9613135*605 蔡乙瑱 9616092 羅東鎮 

羅東國中 
集中式特教班(2)  

資源班(2) 
9542075*601  邱家倩 9561053 

文化國中 巡迴輔導班(1)巡迴文化、南安 9903060*220 何家寧 9901701 

南安國中  9962317*14 許雅馨 9952542 蘇澳鎮 

蘇澳國中 
集中式特教班(1)  

資源班(1) 
9962137*36 吳俊輝 9952456 

頭城國中 
集中式特教班(1)  

巡迴輔導班(1) 巡迴頭城、人文(103 學年轉型)

9771002*163 黃家和 9774374 

頭城鎮 

人文國民中小學 
國中

                                 國小 9773396*143 蔡佩穎 9773691 

吳沙國中 資源班(1) 9284701*25 吳雯嘉 9284337 

礁溪鄉 

礁溪國中 資源班(1) 9882412*115 顏瑞瑩 9870040 

壯圍國中 
集中式特教班(1)  
巡迴輔導班(1) 巡迴壯圍、中道(101 學年轉型)

9381773*24 林容 9383045 

壯圍鄉 

私立中道中學 
                             高中國中
                                 國小
                               幼兒園

        *131 
9306696*166 
       *178 

黃娟瑜 
王榮惠 
陳錦紋 

9306422 
9306697 

內城國民中小學 

(含化育分校) 

102 學年度併校成立九年一貫實驗學校                     國中
資源班(1)服務國中小學生(103 學年增班)   國小 
                               幼兒園

9221846*253 

9221830*291 

曹健麟 

林雨君 
9221304 

員山國中 
集中式特教班(1)  

巡迴輔導班（1）巡迴員山、慧燈 
9222331*62、63 林淑娟 9222714 員山鄉 

私立慧燈中學 
                                                       高中
                                 國中 9229968*142 吳佩熹 9220626 

三星鄉 三星國中 巡迴輔導班(1)巡迴大同國中 9892012*214 陳秀怡 9893196 

大同鄉 大同國中  9809611*14 陳雅文 980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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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 學校 
特殊教育班級 

    班別/班數/交通車  
電話/分機 

特教組長 

/承辦人 
傳真 

冬山國中 資源班(1) (103 學年轉型) 9592076*33 林郁芬 9590937 

順安國中 資源班(1) (103 學年增班) 9581150* 馮衍璋 9583175 冬山鄉 

慈心華德福國民 
中小學 

資源班(1) 服務國中小學生                國中

                                         國小 9596222*111 林雅婷 9595913 

五結國中 資源班(1) 9501105*23 范景堯 9600482 

利澤國中 資源班(1) 9504762*405 蘇日俊 9602620 五結鄉 

興中國中 資源班(1) 9653453*25 謝秉穎 9650370 

南澳鄉 南澳高中 
資源班(1)服務國中、高中學生             高中

                                          國中 9981024*146 曾鈺喬 9982482 

       

國小：       

鄉鎮市 學校 
特殊教育班級 

     班別/班數/交通車  
電話/分機 

特教組長 

/承辦人 
傳真 備註 

力行國小 

學前集中式特教班(1) 

集中式特教班(1)  

資源班(1) 

9322309*27 謝佩蓉 9353829 
幼兒園

學前特

中山國小 
聽語障巡迴輔導班(1)服務溪北學前國小 

資源班(1) 
9322064*336 蕭文欽 9359961 幼兒園

2y 

光復國小 
集中式特教班(1)  

資源班(2) 
9322077*1115 李佳玫 9358642  

育才國小 
自閉症巡迴輔導班(1) 巡迴溪北 
資源班(1)(101 學年度轉型) 9253794*115 蔡瑜君 9255082  

凱旋國小 資源班(1)(101 學年度增班) 9253793*108 黃玉麟 9251146 
幼兒園

2y 

資源班(1) 

視障巡迴輔導班(1)巡迴全縣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1)巡迴全縣  

9322210*615 陳志榮 

宜蘭國小 

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1)(100 學年設班) 

資優巡迴輔導班(1) (101 學年度增班) 
9322210*331 王天利 

9356537 幼兒園

資源班(2) 9323795*1122 方意舒 
南屏國小 

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1) (100 學年設班) 9323795*1131 蔡尚旻 
9354531 幼兒園

2y 

新生國小 資源班(1) 9287760*290 邱寶美 9284394  

宜蘭市 

黎明國小 資源班(2) 9383792*206 林茂宇 938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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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 學校 
特殊教育班級 

     班別/班數/交通車  
電話/分機 

特教組長 

/承辦人 
傳真 備註 

公館國小 
集中式特教班(1)  

巡迴輔導班(1)巡迴公館、過嶺  
9381682*314 許惠媚 9380876  

過嶺國小  9301404*207 李適蓮 9301743  

古亭國小 資源班(1) 9301022*266 塗淑玫 9304291 幼兒園
2y 

壯圍國小 巡迴輔導班(1)巡迴壯圍、新南 9384442*106 朱玟臻 9380717  

新南國小  9253337*28 吳宜姜 9251136  

壯圍鄉 

大福國小 巡迴輔導班(1)巡迴大福、竹安 9301239*16 陳羿伶 9304649  

竹安國小  9771178 吳文靜 9774537 幼兒園

二城國小 巡迴輔導班（1）巡迴人文國小部 9771024*421 羅彗心 9772100  

梗枋國小 巡迴輔導班（1）巡迴梗枋、大溪、大里 9771634*102 丁依停 9774635  

大溪國小  9781044 葉馨璝 9781284 幼兒園

大里國小  9781440*201 吳起新 9781254  

頭城鎮 

頭城國小 

(含外澳分校) 

學前集中式特教班(1) 

集中式特教班(1)  

資源班(2) 

9771011*133 林士玉 9770161 
幼兒園

學前特

三民國小 巡迴輔導班（1）巡迴三民、玉田 9882271*90 黃素娟 9880741 幼兒園

玉田國小  9882461 吳婉瑜 9884312  

四結國小 資源班（1） 9284751*106 雷雅萍 9282739 幼兒園

礁溪國小 

學前集中式特教班(1) 

集中式特教班(1)  

資源班(2) 

9882047*222 陳正偉 9881503 
幼兒園

學前特

礁溪鄉 

龍潭國小 
(含匏崙分校) 

資源班（1） 9284764*219 連英捷 9284360  

同樂國小 資源班(1)  9223543*110 連天華 9230472  

員山國小 
集中式特教班(1)  

資源班(1) 
9224061*401 俞昭銘 9225470 幼兒園

深溝國小 巡迴輔導班(1)巡迴深溝、七賢 9224870*219 蘇月卿 9225664 幼兒園

七賢國小  9221688*18 田雨璇 9222604  

大湖國小 巡迴輔導班(1)巡迴大湖、湖山 9223584*104 顏活水 9223630 
友善教保

幼兒園

員山鄉 

湖山國小  9221174*201 王秋玉 922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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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 學校 
特殊教育班級    

     班別/班數/交通車  
電話/分機 

特教組長 

/承辦人 
傳真 備註 

公正國小 
集中式特教班(3)  

資源班(2) 
9566659*8705 邱淑芬 9540620 幼兒園

學前集中式特教班(2)  
資源班(2) 
學前巡迴輔導班(7) 
【阿寶教育基金會(3)，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3)】 

9511511*503 廖湯毅 

北成國小 

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1) (100 學年設班) 9511511*202 陳珮琦 

9519666 
幼兒園

學前特

成功國小 

聽語障巡迴輔導班(2) 服務溪南學前國小

資源班(1) 

巡迴輔導班(1)巡迴清溝 

9542156*150 漢毓馨 9553292 幼兒園

資源班(1) 9542084*57 李至婕 
竹林國小 

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1) (100 學年設班) 9542084*55 賴盈如 

9566868  

羅東鎮 

羅東國小 資源班(1) 9542342*114 林奕汝 9547690 幼兒園

育英國小 巡迴輔導班(1)巡迴育英、岳明 9901294*33 李秋姫 9904980  

岳明國小  9903044*13 張家恆 9905157  

南安國小 巡迴輔導班（1）巡迴南安、士敏、永樂 9962664*112 黃信強 9952479 幼兒園

士敏國小  9962342*200 黃國樑 9952372 幼兒園

永樂國小  9962840*11 吳家豪 9952477  

馬賽國小 資源班(1) 9902694*231 簡嘉瑩 9905160  

蘇澳國小 

學前集中式特教班(1) 

集中式特教班(1)  

資源班(1) 

9962312*131 陳慧玉 9952419 
幼兒園

學前特

蘇澳鎮 

蓬萊國小  9981062*102 莊一凡 9982489 幼兒園

南澳國小 
巡迴輔導班(1)巡迴南澳、東澳、澳花、武

塔、金岳、金洋、碧候、蓬萊 
9981228*17 蔡沛旻 9982463 幼兒園

東澳國小  9986217*9 漢筱婷 9986158 幼兒園
2y 

碧候國小  9981634*0 曹光輝 9982541 幼兒園

金岳國小  9981636*9 徐嘉珍 9982485  

金洋國小  9981489*9 楊其葦 9982745  

武塔國小  9981632*26 余美雲 9982493  

南澳鄉 

澳花國小  9985141*12 哈勇．諾幹 9985210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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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 學校 
特殊教育班級   

     班別/班數/交通車  
電話/分機 

特教組長 

/承辦人 
傳真 備註 

五結國小 
集中式特教班(1)  

巡迴輔導班(1)巡迴五結、孝威(103 學年度轉型)
9507272*118 吳安婷 9601301 幼兒園

孝威國小  9503804*0 徐薏如 9508158  

利澤國小 資源班(1) 9503805*311 蒙珮如 9600046  

學進國小 巡迴輔導班(1)巡迴學進、中興  9653801*29 林淑貞 9657810 幼兒園

五結鄉 

中興國小  9544356*17 趙桂芳 9543065 幼兒園

三星國小 
集中式特教班(2)  

巡迴輔導班(1)巡迴三星、憲明 
9892026*33 林頲韋 9891944 幼兒園

憲明國小  9892049*12 林慧甄 9893201  

大隱國小 資源班（1）(103 學年度轉型) 9890155*19 許麗霞 9899171  

大洲國小 巡迴輔導班(1) 巡迴大洲、萬富、柯林 
(102 學年度轉型) 

9551547*105 賴曉竹 9552382 幼兒園

三星鄉 

萬富國小  9890564*12 鄭芳庭 9899165  

柯林國小  9511355*102 林勝雄 9519290  

冬山國小 
集中式特教班(1)  

資源班(1) 
9593504*3202 林嘉齊 9590220 幼兒園

清溝國小 (99 學年度接受成功巡迴服務) 9585828*107 徐芷楹 9586099  

東興國小 巡迴輔導班(1)巡迴東興、武淵 9594047*31 方姿文 9590939 幼兒園

武淵國小  9505971 林惠君 9601290 幼兒園

順安國小 
(含中山分校) 

資源班(1)  9583445*215 簡瑞男 9585866 幼兒園

2y 

廣興國小 巡迴輔導班(1)巡迴廣興、大進、寒溪 9513484*19 鐘郁芳 9516161  

冬山鄉 

大進國小  9512268*15 吳佩昇 9519340  

寒溪國小  9517441 鄭慈韻 9515970 幼兒園

大同國小 
(含松羅、樂水分校) 

巡迴輔導班(1) 巡迴大同、四季、南山 9801897 鄭易宗 9801902 幼兒園

四季國小 
(含英士分校、茂安分班) 

 9809312 曾奎元 9809518 
幼兒園

2y 

大同鄉 

南山國小  9809113*14 格夏．黑玳 9809103 
幼兒園

2y 

財團法人阿寶教
育基金會 學前巡迴輔導班(3)溪南 9357231*19 黃毓屏 9357720  委辦 

機構 財團法人伊甸社

會福利基金會 
學前巡迴輔導班(3)溪北 9353265 吳淑育 9519359  

通報轉介中心 財團法人一粒麥子社會福利慈善事業基金會 9334040 吳婉瑜 9332462  兒童綜

合服務

中心 個案管理中心 財團法人阿寶教育基金會 9328822*362 黃盈芳 935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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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 103 學年度各鄉鎮市設置身心障礙類班級概況圖 
 

大同鄉: 
國小：大同國小／巡迴班 1 班 

南澳鄉: 
國小：南澳國小／巡迴班 1 班 
國中：南澳高中(國中部)／資源班 1 班 

蘇澳鎮: 
學前：蘇澳國小／特教班 1 班 
國小：蘇澳國小／資源班 1 班  

特教班 1 班 
            馬賽國小／資源班 1 班 
            南安國小／巡迴班 1 班 
            育英國小／巡迴班 1 班 
國中：蘇澳國中／資源班 1 班 
                               特教班 1 班 
            文化國中／巡迴班 1 班

員山鄉: 
國小：員山國小／資源班 1 班 

特教班 1 班 
            大湖國小／巡迴班 1 班 

深溝國小／巡迴班 1 班 
同樂國小／資源班 1 班 

國中：員山國中／特教班 1 班 
巡迴班 1 班 

內城國民中小學／資源班 1 班 

礁溪鄉: 
學前：礁溪國小／特教班 1 班 
國小：礁溪國小／資源班 2 班 

特教班 1 班 
四結國小／資源班 1 班 
三民國小／巡迴班 1 班 
龍潭國小／資源班 1 班 

國中：礁溪國中／資源班 1 班 
            吳沙國中／資源班 1 班 

頭城鎮: 
學前：頭城國小／特教班 1 班 
國小：頭城國小／資源班 2 班 

特教班 1 班 
            梗枋國小／巡迴班 1 班 
            二城國小／巡迴班 1 班 
國中：頭城國中／巡迴班 1 班 

特教班 1 班 

三星鄉: 
國小：三星國小／巡迴班 1 班 

特教班 2 班 
大隱國小／資源班 1 班 
大洲國小／巡迴班 1 班 

國中：三星國中／巡迴班 1 班 

五結鄉: 
國小：五結國小／特教班 1 班 

巡迴班 1 班 
            利澤國小／資源班 1 班 

學進國小／巡迴班 1 班 
國中：五結國中／資源班 1 班 
             興中國中／資源班 1 班 
             利澤國中／資源班 1 班 

壯圍鄉: 
國小：古亭國小／資源班 1 班 

公館國小／特教班 1 班 
                    巡迴班 1 班 
大福國小／巡迴班 1 班 
壯圍國小／巡迴班 1 班 

國中：壯圍國中／巡迴班 1 班

特教班 1 班

冬山鄉: 
國小：冬山國小／特教班 1 班 

資源班 1 班 
順安國小／資源班 1 班 
廣興國小／巡迴班 1 班 
東興國小／巡迴班 1 班 
慈心華德福國民中小學／資源班 1 班 

國中：冬山國中 ／資源班 1 班 
順安國中／資源班 1 班 

羅東鎮: 
學前：北成國小／特教班 2 班 
                               巡迴班 7 班 
國小：北成國小／資源班 2 班                                   

公正國小／特教班 3 班 
資源班 2 班 

成功國小／資源班 1 班 
                    巡迴班 1 班 

聽語障巡迴班 2 班(溪南、含學前) 
羅東國小／資源班 1 班 
竹林國小／資源班 1 班 

國中：羅東國中／資源班 2 班 
                               特教班 2 班 
            東光國中／資源班 1 班 
                                聽障巡迴班 1 班(溪南) 
            國華國中／資源班 2 班 

宜蘭市: 
學前：力行國小／特教班 1 班 
國小：中山國小／資源班 1 班 

              聽語障巡迴班 1 班(溪北、含學前) 
            力行國小／資源班 1 班 

特教班 1 班 
            光復國小／特教班 1 班 

資源班 2 班 
宜蘭國小／資源班 1 班 

        視障巡迴班 1 班(全縣) 
在家教育巡迴班 1 班(全縣) 

育才國小／資源班 1 班 
自閉症巡迴班 1 班(溪北) 

新生國小／資源班 1 班 
南屏國小／資源班 2 班 

            黎明國小／資源班 2 班 
            凱旋國小／資源班 1 班 
國中：復興國中／資源班 1 班 
                                聽障巡迴班 1 班(溪北) 
            宜蘭國中 ／特教班 1 班 

資源班 1 班 
            中華國中／資源班 1 班  
            凱旋國中／資源班 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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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國民中小學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延長修業年限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94年 4月25日府教特字第0940050386號令頒 

中華民國 103 年 2月 7日府教特字第 1030019865 號函修正 

一、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行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年齡及修業年限

實施辦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辦理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延長

修業年限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身心障礙學生(以下簡稱學生)，係指就讀本縣公私立國民中小

學，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者。 

三、申請延長修業年限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一）學生單一學期因重大疾病請假累計三個月以上者。 

（二）學生因生理、家庭或其他特殊狀況，經評估有延長修業年限之必要者。 

四、符合前點之學生由其法定代理人備齊下列文件，向所屬學校提出申請： 

（一）國民中小學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延長修業年限申請表（如附件）。 

（二）原始鑑定資料及最新醫療證明。 

（三）其他相關資料。 

學校受理申請後，應召開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審議，審議通過後，檢附下

列文件報鑑輔會鑑定通過，由本府核定實施： 

（一）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及其執行情形紀錄。 

（二）未來一年教學輔導計畫。 

（三）學校出缺勤紀錄。 

（四）個案研討會議紀錄及學校特教推行委員會議紀錄。 

五、延長修業年限每次以一年為限，國民教育階段最高以延長二年為限。 

六、經核定延長修業年限之學生，各校應定期追蹤輔導，輔導紀錄留供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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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宜蘭縣國民中小學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延長修業年限申請表 

學生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就讀學校  

障礙類別  障礙等級： 

家長或法定

監護人姓名 
 關係  聯絡電話： 

家長或法定

監護人住址 
 

安置現況 
1.安置型態 □在家教育□特教班 □普通班（含資源班）□其他         

2.目前就讀       年級 

申請延長修業年限原因：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承辦人員簽章 審查結果 鑑輔會核章 

  

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通  過 

□不通過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審核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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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宜蘭縣國教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鑑定安置工作進度表 

（大班升小一及小六升國一） 

項

次 
日期 所需文件及資料 工作事項及內容 單位或主責人 

1 103.08.01 規劃及擬定轉銜工作進度表 
擬定及規劃國教階段轉銜鑑定

安置工作進度表 
祐隱 

2 103.08.19 公布工作進度表 

特教組長研習公布並說明工作

進度表，若有相關建議事項並

於會中提出檢討修訂 

祐隱 

3 103.09 上旬 
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畢業學生及

新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檢核表 

為了解各校服務概況及所遇到

之困難，並配合教育部特教評

鑑評核，每年 9月初發文，請

各校填寫左列表格，並於 9月

底繳回，以利後續追蹤。 

祐隱、各校 

4 103.05 轉銜學生再鑑定 

發文各校將轉銜學生所需再鑑

定部分重新送件鑑定（含疑似

生、各障別無手冊學生） 

嘉慧、楚虹 

5 103.9-12 轉銜學生再鑑定 
7 月底前請各校送件，並安排重

新鑑定研判 
嘉慧、楚虹 

6 103.09.30 擬定轉銜計畫 
擬定轉銜計畫並納入個別化教

育計畫 
各校 

7 103.12.3 召開轉銜鑑定安置工作說明會 

擬訂計畫、發文、召開轉銜鑑

定安置工作說明會，說明轉銜

流程及各個時程所需完成工

作，並領取轉銜鑑定安置檔案

冊（含暫緩入學檔案冊及延長

修業年限學生） 

祐隱 

8 103.10-12 轉銜參觀 

辦理家長座談會，說明未來升

學路徑及相關注意事項，及安

排轉銜參觀下一個教育階段，

認識未來的環境（依學區為主） 

各校 

9 104.01 上旬 
身心障礙新生轉銜安置適切性調

查表 

為了解各校新生安置適切性，

並配合教育部特教評鑑評核，

每年 1月初發文，請各校填寫

左列表格，並於 1月底繳回，

以利後續追蹤。 

瑞泰、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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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4.01 上旬 
召開期末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及

轉銜會議 

邀請相關人員（家長、導師、

資源班教師、行政人員及下一

個教育階段教師）與會；會中

說明個案現況、所需之服務、

減少班級人數及未來特教輔導

重點。並至特教通報網填寫轉

銜服務資料，安置確定二星期

內填寫安置學校，完成通報。 

各校 

11 104.01 上旬 資料更新 
特教通報網身障畢業生資料更

新 
各校 

12 
104.01.02- 

104.01.10 
填寫轉銜表 

至特教通報網填寫轉銜表，包

有基本資料、學習紀錄、專業

及相關服務及未來安置等四大

項 

各校 

13 104.01.16 前 

繳交轉銜鑑定安置檔案冊（含暫

緩入學檔案冊及延長修業年限學

生） 

將檔案冊詳實填寫，並依序排

列，檢查是否填報完整 
各校 

14 104.02.05 轉銜鑑定安置檔案冊檔案建檔 
將轉銜檔案基本資料逐一全部

建檔 
祐隱 

15 104.02 中旬 轉銜鑑定安置學生鑑定 

請教授針對有疑義個案進行鑑

定研判（含暫緩入學及延長修

業年限學生） 

嘉慧、楚虹 

16 104.02.28 整理轉銜鑑定安置檔案冊 

依學生學區及鑑定結果重新彙

整檔案，依鄉鎮、學校排序，

並發文請各校將學生預計安置

學校通知單轉交家長 

祐隱 

17 104.03 上旬 召開安置會議 

請各校繳交家長同意書（家長

亦可出席），若有疑義個案由特

教中心邀集相關人員召開安置

會議 

特教資源中心 

18 104.03.31 發文各校安置結果 發文各校學生安置結果 祐隱 

19 104.04-06  

特推會召開會議決定個別學生

的 IEP 團隊小組代表進行後續

工作 

各校 

20 104.04-06 各項資料 

依上一個教育階段所提供資料

開始評估學生能力，並配合相

關評估工具及需要至上一個教

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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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階段與相關教師進行訪談、

家庭訪問等等，掌握學生特殊

需求 

21 104.04-06  

依據各項能力指標初步擬定學

生 IEP 學年和學期目標及課程

需求 

各校 

22 104.04-06  
召開個別 IEP 會議，決定個別

學生下一年度的課程需求 
各校 

23 104.04-06  統整各個別 IEP 的課程與需求 各校 

24 104.04-06  
召開特推會決定整體課程規劃

與學校相關支持服務的提供 
各校 

25 104.06 發文各校試讀計畫 

協助個案提早瞭解下一個教育

階段安置環境，也讓下一個教

育階段安置人員經由實際教學

清楚個案能力概況及相關需求 

祐隱 

26 104.06.20 移轉相關資料 

書面資料部分包含個案鑑定及

就學輔導；網路資料部分請檢

查是否填寫完整並異動至下一

個教育階段 

各校 

27 104.07  
參加課發會審查特教整體課程

規劃 
各校 

28 104.08  
特教排課需求表交至教務處，

優先排課 
各校 

29 104.08.31 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完成轉銜工作

原轉介學校於特教通報網務必

填寫完整並辦理異動，安置學

校盡快完成接收 

各校 

30 104.09 召開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 

邀請相關人員（家長、導師、

資源班教師、行政人員、上一

階段轉銜學校教師及相關人

員）與會 

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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