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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新北市板橋國民中學特殊教育教師

• 集中式特教班、在家教育巡迴班、身心障礙資源班

–借調新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借調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新北市不分類巡迴輔導教師淡水區督導

–新北市巡迴輔導業務承辦人

•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不分類巡迴輔導

• 視障巡迴輔導、聽障巡迴輔導、情緒行為專業支援

授課大綱

• 巡迴輔導類型與性質

• 巡迴輔導工作重點

• 巡迴輔導服務性質、服務流程

• 巡迴輔導必備良方、貴人好友

• 巡迴輔導Q&A

巡迴輔導﹝類型與性質﹞

• 依教育階段：學前、國中小、高中職

• 依障礙類別：視障、聽障、肢體障礙、自
閉症、在家教育（病弱重症或情緒行為障
礙）、不分類

• 依輔導地點：到校、到宅、到院或機構

• 依輔導重點：

–學習困難、情緒行為問題

–其他…

巡迴輔導﹝工作重點﹞

• 學生的學習輔導
–普通教育課程簡化調整，包括：語文（國語文
和英語）、數學、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
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等七大領域。

–另外性別、環境、資訊、家政、人權、生涯發
展與海洋等七大議題。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包括：學習策略、領導才
能、情意課程、創造力、生活管理、職業教育、
社會技巧、定向行動、點字、溝通訓練、動作
機能訓練、輔助科技應用等。

巡迴輔導﹝工作重點﹞

• 學生的學習輔導
–直接教學

• 課程規劃、課程/生態環境統整、功能/實用性

• 排課問題、校內活動、學生請假、研習調補課

• 走進/出校園、走向社區世界(貢中http://kongaliao-water-terrace.blogspot.tw/ )

–轉介補救教學、攜手計畫、志工輔導
• PRIORT二至九年級的基本學科評量

• http://exam.tcte.edu.tw/tbt_html/index.php

–善用助理人員、學校志工或社區人士

–善用網路資源（如線上補救教學、打字訓練）



巡迴輔導﹝工作重點﹞

• 學生的行為輔導

• 情緒行為問題紀錄與分析
–參與專業服務實施或與之合作

–醫療轉介紀錄或陪診

–導師、家長諮詢

–出席個案會議

–助理人員或志工訓練

–入班宣導

–其他

巡迴輔導﹝工作重點﹞

• 個別化教育計畫相關事務
– IEP內容的擬定與撰寫

• 基本資料及家庭狀況、能力現況與需求評估、教育
目標及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 誰負責撰寫？誰負責召集?準備哪些資料？

–參與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

–出席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
• 期初規劃或期末檢討會議、轉銜會議

巡迴輔導﹝工作重點﹞

• 家長、教師、或學校行政人員的諮詢

• 相關行政作業：
–與己相關者：安排及登錄巡迴輔導日課表、填
報到校輔導紀錄、申請巡迴輔導經費

–與他相關者：特殊教育通報、學生資源申請、
參與個案相關會議、準備特教評鑑資料…

巡迴輔導﹝服務性質﹞

• 直接服務：

–針對學生提供教學或輔導

–時數或節數的安排、充足與否

– 如何在有限時間提供最有效的教學輔導

• 間接服務：

–針對家長、教師或行政人員提供諮詢或協助

–界限或責任如何釐清

巡迴輔導﹝服務流程﹞

• 正式生
–取得資料→蒐集資料→評估需求→擬訂計畫、
參與會議→安排課程或課表→進行教學輔導→
追蹤成效

• 疑似生
–協助篩選評估、釐清問題→協助轉介補救教學
或初級、次級輔導→協助就醫或接受評估

–送縣市鑑輔會確認資格及需求

• 注意界線：順便服務一下？

巡迴輔導工作者﹝必備良方﹞

• 學校行事曆

• 班級或學生課表

• 教科書、廠商備課用書、教材教具
–不為器用

• 縣市教育局或特教中心巡迴輔導工作手冊

• 工具書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大綱（俗稱新課綱）

–身心障礙者的正向行為支持



巡迴輔導工作者﹝必備良方﹞

• 常用表格
–如個別化教育計畫相關表格、會議記錄、個案
諮詢輔導紀錄表、行為觀察記錄表、轉介醫療
紀錄表、兒童青少年就醫委託書、用藥情形紀
錄、或宣導（衛教）單張（以聽巡為例）

• 網站
–縣市教育局或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https://www.set.edu.tw/default.asp

–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

巡迴輔導工作者﹝貴人好友﹞

• 原服務單位學校夥伴

• 巡迴或駐點服務學校夥伴

• 教育局或特教中心

• 督導或資深輔導團

• 大專校院或輔導區特教中心

• 其他：專業人員、社區人士

• 家用、行動電話樣樣通，加臉書、加LINE

巡迴輔導工作者﹝好用傢私﹞

• 筆記型電腦

• 平板電腦

• 手機

• APP軟體

巡迴輔導﹝可能遭遇問題與對策－１﹞

• 外來者→放低身段、主動融入

• 合作協調者

• 直接教學者

巡迴輔導﹝可能遭遇問題與對策－２﹞

• 交通時間過久、交通困阻及安全問題

–交通工具以汽車、機車為主，部分用大眾交通

–每周通勤時間3.5-6.54小時

安全第一



巡迴輔導﹝可能遭遇問題與對策－３﹞

• 與行政、教師接觸時間少、缺乏聯繫

• 承辦人兼辦其他行政工作

• 普通教師或行政人員對特教知能不足

• 普通教師撰寫個別化教育計畫有困難…嗯？

• 巡迴輔導教師自身兼辦行政業務

巡迴輔導﹝可能遭遇問題與對策－４﹞

• 缺乏經費、設備及空間不足或不適當

• 教學地點易受干擾、經常更換且設備不足

• 課程及服務時間過少（幅員過廣）或安排
不易，亦即排課困難、時間不足

巡迴輔導﹝可能遭遇問題與對策－５﹞

• 服務類型對象過多，輔導班/校/人數過多

–近三成不滿意自己的輔導成效

–服務學校平均3-7所，輔導學生10人以上
兩個嬰兒早產，分別被放置在各
自的保育箱裡，其中一個可能活
不下來。醫院護士不顧醫院守則，
將兩個嬰兒放到了一個保育箱裡。
當她們被放到一處的時候，兩個
中較健康的一個伸臂摟住了妹妹。
妹妹的心臟漸漸的跳得穩了，體
溫也回升到了正常溫度。 ----
《拯救生命的擁抱》

形成團體
同儕督導

巡迴輔導﹝可能遭遇問題與對策─６﹞

• 和編制所在校內缺乏聯繫和歸屬感

–性別、年資、個人特質

• 與服務學校人員互動時間少



無家長（監護人）陪同青少年就醫應注意事項 

（一） 基於法律相關規定及醫院「知後同意」的程序，對於來院要求醫療服務之兒童、青

少年（未滿 18歲者）應由家長（監護人）陪同；若您因某些因素無法陪同孩子者，

可由您委託之受委託人出示其委託書【如下表】或同意書協助未成年人就醫。 

（二） 對於初診之兒童、青少年（未滿 18歲者）仍建議儘量由您陪同就醫，以便完整建立

病歷資料。 

（三） 若來院要求醫療服務之兒童、青少年（未滿 18歲者）的家長（監護人）有違反兒童

及青少年福立法之相關規定，或父母不合理的拒絕未成年接受治療；基於未成年的

福祉為優先考量，亦得由其他社福機構、團體協助之。 

 

家長（監護人）無法陪同兒童、青少年就醫之委託書 

本人＿＿＿＿(少年家長簽名），因故無法親自陪同子女＿＿＿＿（兒童、青少

年姓名）就醫，特委託＿＿＿＿＿＿＿君代為全權處理。 

委託人：_________________（請簽名）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與病人之關係：＿＿＿＿＿＿＿＿＿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行動電話：＿＿＿＿＿＿＿＿＿＿＿ 

受委託人：________________（請簽名）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委託人之關係：＿＿＿＿＿＿＿＿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行動電話：＿＿＿＿＿＿＿＿＿＿＿ 

註： 

1. 本委託書為參考範本，可影印使用。 

2. 本表由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填寫。 

3. 家長或法定代理人無法陪同兒童、青少年（未滿 18 歲者）就醫者，請填寫委託書委託他

人代為辦理；受委託人代為陪同就醫時，應出示委託書及有關證明（如身份證明文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參考格式) 

  班級/座號 班級導師 個管教師 班級導師 個管教師 

七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八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九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壹、基本資料 
說明：說明學生基本資料、目前鑑定或障礙鑑定情形、家庭狀況、生長發展及接受教育等相關紀錄 

一、個人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999 年 00 月 00 日 性別： 

家長或 

監護人 

與個案關係 家用電話 公司電話 行動電話 

(父)    

(母)    

(其他)    

戶籍地址（請填入鄰里）  

現居地址  

二、鑑定及醫療診斷相關記錄（請說明該生目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情形，開立診斷證明之評估時間建議在六個月內） 

□縣市鑑輔會核定資格 

特教類別[多障需加註類別]：身障(疑似/正式                         說明) 

                     資優(疑似/正式                         說明) 

核准文號[含發文日期]： 核發縣市： 

□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障礙類別：  多重註記： 障礙等級： 

鑑定日期：0  .  . 核發日期：0  .  . 重鑑日期：   .  有效 

□       醫院診斷證明 
（如超過一則可自行增加欄位） 

開立科別： 開立日期： 開立醫師： 

診斷內容： 

醫師囑言： 

□校內篩選，未經縣市鑑輔會醫療診斷或身心障礙鑑定，但疑似有明顯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情形 

貳、家庭狀況 
說明：說明家庭結構、成員背景（如父母學經歷）、經濟狀況、家庭環境、教養態度方式、家人關係及支持系統，對個案期望等。 

一、家庭成員及家庭結構 

姓名 稱謂/關係 學歷/職業狀況/備註 姓名 稱謂/關係 學歷/職業狀況/備註 

      

      

   以下空白 

二、經濟狀況及居家環境 

家庭及社區生態  

支持個案之情形  

家長期望  

家庭需求  

其他  

參、生長發展及健康醫療紀錄(史) 

(非個別化教育計畫法定項目，可摘要/引用鑑定評估報告說明，並加註修正或補充說明及日期) 

 

肆、學前教育及教育相關紀錄(史) 

(非個別化教育計畫法定項目，可摘要/引用鑑定評估報告說明，並加註修正或補充說明及日期) 

 

 



[102 學年度個別化教育計畫]                                                                                                    學生姓名： 

伍、能力現況/學習特性及需求摘要 

能力領域 
能力現況及影響其參與普通教育情形 

除評量結果摘要之外，請說明評量方式、使用工具、評量者及日期 

目前能力現況部分，法規並無明定領域，可參酌鑑定評估報告說明 

特殊需求 
優勢 弱勢與限制 

可說明影響參與普通教育課程活動情形 
備註 

有 無 

生理狀況 
基本感官功能

（視、聽） 

身體四肢外觀 

其他生理疾病 
動作行動 

1.詳如鑑定評估報告 

2.修正或補充說明如下(日期) 
   

 

 

認知能力 1.詳如鑑定評估報告 

2.修正或補充說明如下(日期) 
   

 

學業表現 1.詳如鑑定評估報告 

2.修正或補充說明如下(日期) 
   

 

溝通能力 1.詳如鑑定評估報告 

2.修正或補充說明如下(日期) 
   

 

生活自理 1.詳如鑑定評估報告 

2.修正或補充說明如下(日期)     

社會人際 

 

1.詳如鑑定評估報告 

2.修正或補充說明如下(日期)     

情緒行為 1.詳如鑑定評估報告 

2.修正或補充說明如下(日期)     

特殊興趣 

優勢能力 

1.詳如鑑定評估報告 

2.修正或補充說明如下(日期)     

轉銜服務 
(小六‧國三) 

1.詳如鑑定評估報告 

2.修正或補充說明如下(日期)     

其他 1.詳如鑑定評估報告 

2.修正或補充說明如下(日期)     



[102 學年度個別化教育計畫]                                                                                                    學生姓名： 

陸、需求評估（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一、特殊教育方式 

安置環境 普通學校（普通班 集中式特教班） 特殊教育學校 在家教育（自宅 機構 醫院 ） 

特教服務方式 身心障礙資源班 不分類巡迴輔導 視障巡迴輔導 聽障巡迴輔導 情緒行為專業支援 學前巡迴輔導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 其他     

間接服務(入班 輔導 諮詢 其他      ) 直接服務(直接教學 其他          ) 

二、學習需求 

普教/特教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領域/科目名稱 方式 普通

規定 

實際 

節數 
部定比例 領域/科目名稱 方式 普通

規定 

實際 

節數 
部定比例 

七大領域課程 

普通教育課程 
語文領域(國文) 外加抽離普通   20-30% 語文領域(國文) 外加抽離普通   20-30% 

語文領域(英文) 外加抽離普通   語文領域(英文) 外加抽離普通   

數學領域 外加抽離普通   10-15% 數學領域 外加抽離普通   10-15% 

自然生活科技(生物) 外加抽離普通   10-15% 自然生活科技(生物) 外加抽離普通   10-15% 

自然生活科技(理化) 外加抽離普通   自然生活科技(理化) 外加抽離普通   

社會領域(公民) 外加抽離普通   10-15% 社會領域(公民) 外加抽離普通   10-15% 

社會領域(歷史) 外加抽離普通   社會領域(歷史) 外加抽離普通   

社會領域(地理) 外加抽離普通   社會領域(地理) 外加抽離普通   

健體領域(健康教育) 外加抽離普通   10-15% 健體領域(健康教育) 外加抽離普通   10-15% 

健體領域(體育) 外加抽離普通   健體領域(體育) 外加抽離普通   

綜合活動(輔導) 外加抽離普通   10-15% 綜合活動(體育) 外加抽離普通   10-15% 

綜合活動(童軍) 外加抽離普通   綜合活動(輔導) 外加抽離普通   

綜合活動(家政) 外加抽離普通   綜合活動(童軍) 外加抽離普通   

藝術與人文(音樂) 外加抽離普通   10-15% 藝術與人文(音樂) 外加抽離普通   10-15% 

藝術與人文(美術) 外加抽離普通   藝術與人文(美術) 外加抽離普通   

班週會/社團 外加抽離普通    班週會/社團 外加抽離普通    

小計 外加  (節) 抽離  (節) 普通  (節) 小計 外加  (節) 抽離  (節 普通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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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需求評估（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二、學習需求 

普教/特教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特殊需求領域 

特殊需求課程 
領域/科目名稱 方式 普通 

規定 

實際

節數 

部定比例 領域/科目名稱 方式 普通

規定 

實際

節數 

部定比例 

生活管理 外加融入調整   0-20% 生活管理 

 
外加融入調整   0-20% 

社會技巧 外加融入調整   0-20% 社會技巧 

 
外加融入調整   0-20% 

學習策略 外加融入調整   0-20% 學習策略 

 
外加融入調整   0-20% 

溝通訓練 外加融入調整   0-20% 溝通訓練 

 
外加融入調整   0-20% 

動作機能訓練 外加融入調整   0-20% 動作機能訓練 

 
外加融入調整   0-20% 

職業教育 外加融入調整   0-20% 職業教育 

 
外加融入調整   0-20% 

輔助科技應用 外加融入調整   0-20% 輔助科技應用 

 

   0-20% 

 

小計 

 

外加  (節)  

 

融入  (節) 

 

調整  (節) 

 

小計 

 

   外加  (節) 
 

   融入  (節) 

 

調整  (節) 

三、學生課表 

第一學期日課表 第二學期日課表 

 

 
詳如附件 

 

 

詳如附件 

陸、需求評估（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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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服務 

類別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項目 具體作法/預期成效 負責單位(人) 項目 具體作法/預期成效 負責單位(人) 

特殊教育鑑定 身心障礙鑑定  輔導處特教組 身心障礙鑑定  輔導處特教組 

資賦優異鑑定  輔導處特教組 資賦優異鑑定  輔導處特教組 

轉介醫療評估  醫療院所 轉介醫療評估  醫療院所 

申請/換補發手冊  區公所民政課 申請/換補發手冊  區公所民政課 

行政支援服務 免常態編班  教務處註冊組 免常態編班  教務處註冊組 

排課協調(區段)  教務處教學組 排課協調(區段)  教務處教學組 

成績評量調整  教務處註冊組 成績評量調整  教務處註冊組 

免作業抽查  教務處教學組 免作業抽查  教務處教學組 

課後輔導  教務處教學組 課後輔導  教務處教學組 

攜手計畫  教務處教學組 攜手計畫  教務處教學組 

調整到校時間  學務處生教組 調整到校時間  學務處生教組 

彈性服儀檢查  學務處生教組 彈性服儀檢查  學務處生教組 

早/午餐券  學務處訓育組 早/午餐券  學務處訓育組 

問題行為處理機制  輔導處特教組 問題行為處理機制  輔導處特教組 

□其他   □其他   

考試評量服務 

(可複選) 

□獨立考場 □延長時間(20 分/科) □提醒 教務處教學組 

輔導處特教組 

□獨立考場 □延長時間(20 分/科) □提醒 教務處教學組 

輔導處特教組 □試卷(點字) □試卷(放大，字型   體、大小  號) □試卷(點字) □試卷(放大，字型   體、大小  號) 

□報讀試題 □語音試題（錄音或 mp3） □報讀試題 □語音試題（錄音或 mp3） 

□電腦作答 □口頭回答 □答案卡謄錄 □電腦作答 □口頭回答 □答案卡謄錄 

□其他  □其他  

相關專業服務 物理治療  輔導處特教組 

總務處出納處 

物理治療  輔導處特教組 

總務處出納組 職能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語言治療  

聽能管理  聽能管理  

心理衛生  心理衛生  

健康照護(護理師)  健康照護(護理師)  

□其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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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第一學期  

項目 具體作法/預期成效 負責單位(人) 項目 具體作法/預期成效 負責單位(人) 

交通服務 交通車接送  輔導處特教組 交通車接送  輔導處特教組 

補助交通費  補助交通費  

生活協助 

(助理人員) 

移動  輔導處特教組 

總務處出納組 

移動  輔導處特教組 

總務處出納組 如廁  如廁  

用餐  用餐  

參與課程活動  參與課程活動  

行為訓練  行為訓練  

其他  其他  

無障礙環境 安排一樓教室  輔導處特教組 

總務處事務組 

安排一樓教室  輔導處特教組 

總務處事務組 無障礙廁所  無障礙廁所  

安排適當座位  安排適當座位  

其他(如空調)  其他(如空調)  

教育輔助器材 
分類系統有二：1.依

據 CNS 15390《身心

障礙者輔具-分類與

術語》以國際標準

ISO 9999:2007 為基

礎‧2.依據障礙類別

區分。 

□個人行動輔具(移行輔具，如輪椅)  輔導處特教組 

總務處事務組 

□個人行動輔具(移行輔具，如輪椅)  輔導處特教組 

總務處事務組 □擺位輔具(如站立架、擺位椅)  □擺位輔具(如站立架、擺位椅)  

□特殊教材(點字書、大字書、有聲書)  □特殊教材(點字書、大字書、有聲書)  

□視覺輔具(放大鏡、望遠鏡、擴視機)  □視覺輔具(放大鏡、望遠鏡、擴視機)  

□聽覺輔具(調頻助聽器、閃燈、溝通板)  □聽覺輔具(調頻助聽器、閃燈、溝通板)  

□其他  □其他  

家庭支持服務 □親職教養資訊  輔導處特教組 

輔導處輔導組 

□親職教養資訊  輔導處特教組 

輔導處輔導組 □心理支持  □心理支持  

□經濟補助  □經濟補助  

□轉介學校社工  □轉介學校社工  

□通報社政單位  □通報社政單位  

□其他  □其他  
輔具分類可用下列兩個不同系統：1.依照傳統障別區分，如肢障或視障…；2.CNS 15390《身心障礙者輔具-分類與術語》以國際標準 ISO 9999:2007 為基礎，定義輔具為輔助生活的便利品，涵蓋各種身心障礙

者使用的非植入式輔具。將輔具依照其主要功能，分成 11 大類，包含個人醫療輔具、技能訓練輔具、矯具與義具、個人照顧與保護輔具、個人行動輔具、居家生活輔具、住家及其他場所之家具與改造組件、

溝通與資訊輔具、物品與裝置處理輔具、工具、機器與環境改善輔具與休閒輔具。涵蓋個人身體構造與功能的需求及個人在活動及參與領域的需求。可提供相關領域服務人員透過 CNS 15390 的分類提供最完

善及全面的輔具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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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年/期教育目標及評量紀錄 

普通

教育

課程 

七大領域課程 主軸 
學習

階段 
次項目 方式 週節數 上課地點 負責人 

本國語文領域 

英語文領域 

健康與體育領域 

數學領域 

社會領域 

藝術與人文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綜合活動領域 

   
外加 

抽離 

普通 
 學習中心 2 曲俊芳 

教育

目標 

學年教育目標 修正或補充(加註日期) 備註 

   

   

   

學期目標(指標調整) 起訖時間 評量方式 評量標準 評量結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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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年/期教育目標及評量紀錄 

特殊

需求

領域 

七大領域課程 主軸 a 

學習 

階段 

b 

次項目 c 方式 週節數 上課地點 負責人 

學習策略 

領導才能 

情意課程 

創造力 

生活管理 

職業教育 

社會技巧 

定向行動 

點字 

溝通訓練 

動作機能訓練 

輔助科技應用 

1.自我照顧 

2.家庭生活 

3.社區應用 

4.自我決策 

1 

2 

3 

4 

1-1 飲食處理 

1-2 衣物照顧 

1-3 儀容衛生 

1-4 健康管理 

2-1 環境清潔與維護 

2-2 住家安全與處理 

2-3 休閒習慣與活動 

2-4 物品與金錢管理 

2-5 家庭關係與性別權益 

3-1 休閒生活與購物 

3-2 行動與交通安全 

3-3 公共場所與設備設施 

4-1 自主行為 

4-2 自律行為 

4-3 自我倡導 

4-4 自我實現 

外加

抽離

普通 

3 學習中心 2 陸春滿 

曲俊芳 

 學年教育目標 修正或補充(加註日期) 備註 

教育

目標 

 
  

 

學期目標(指標調整) 起訖時間 評量方式 評量標準 評量結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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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年/期教育目標及評量紀錄 

特殊

需求

領域 

七大領域課程 主軸 
學習 

階段 
次項目 方式 週節數 上課地點 負責人 

學習策略 

領導才能 

情意課程 

創造力 

生活管理 

職業教育 

社會技巧 

定向行動 

點字 

溝通訓練 

動作機能訓練 

輔助科技應用 

粗大動作 

精細動作 
初階 
進階 

1. 關節活動度 

2. 維持身體姿勢 

3. 改變身體姿勢 

4. 移位 

5. 平衡 

6. 校園功能性移行 

7. 傳遞物品 

1. 手部基本動作 

2. 手指靈活 

3. 手眼協調 

4. 功能性操作 

5. 書寫前運筆技巧 

外加

抽離

普通 

1 學習中心 2 陸春滿 

曲俊芳 

 學年教育目標 修正或補充(加註日期) 備註 

教育

目標 

 
  

 

學期目標(指標調整) 起訖時間 評量方式 評量標準 評量結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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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年/期教育目標及評量紀錄 

特殊

需求

領域 

七大領域課程 主軸 
學習 

階段 
次項目 方式 週節數 上課地點 負責人 

學習策略 

領導才能 

情意課程 

創造力 

生活管理 

職業教育 

社會技巧 

定向行動 

點字 

溝通訓練 

動作機能訓練 

輔助科技應用 

學習輔具 

溝通輔具 

視障輔具 

行動與擺

位輔具 

生活輔具 

休閒輔具 

輔助科技

需求表達與

相關資源應

用 

初階 
進階 

 

  外 加

 抽 離

普通 

1 學習中心 2 陸春滿 

曲俊芳 

 學年教育目標 修正或補充(加註日期) 備註 

教育

目標 

 
  

 

學期目標(指標調整) 起訖時間 評量方式 評量標準 評量結果 備註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輔導處特教組學習中心會議記錄 

會議名稱：    (班級)     同學   期末檢討暨   期初規劃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 

會議日期：102年 月  日 
上午 

 時 分起 會議地點：  下午 

主 持 人：    記    錄： 

出席人員 

輔導主任  班級導師  

特教組長  家長或監護人  

特教教師  專業人員(  )  

特教教師  專業人員(  )  

特教教師  專業人員(  )  

特教教師  其他  
 

討論及建議事項 
一、該生本學期身心障礙狀況情形及下學期需注意重點： 

(一)目前為特殊教育資格為              ，是否擬向教育局提出鑑定申請：是 否 

(二)提出特教資格確認鑑定申請，需準備資料： 

                                                                         

(三)其他 

                                                                             

二、該生本學期學習/生活適應情形及下學期需注意重點： 

                                                                         

                                                                         

                                                                         

                                                                         

三、本學期提供該生之特殊教育課程及下學期調整建議： 
    (一)課程項目 

 科目 繼續 新增 調整 說明 
學
科 

國文（實用 簡化）     
數學（實用 簡化）     
英文（實用 簡化）     

特
殊
需
求 

特殊需求(職業教育_餐飲)     
特殊需求(說明         )     
特殊需求(說明         )     
特殊需求(說明         )     

其
他 

技藝學程(科目         )     
高關課程(說明         )     

    (2)說明： 

                                                                                

                                                                                



                                                                 

四、本學期提供該生之各項相關服務及下學期調整建議： 
  （一）服務項目 

科目 繼續 新增 調整 科目 繼續 新增 調整 
輔助器材（   ）    專業服務（心理)    
輔助器材（   ）    專業服務（職能）    
助理人員    專業服務（語言）    
交通服務    專業服務（物理）    
        

  （二）說明 

                                                                              

                                                                              

五、本學期提供該生之考試評量服務及下學期調整建議： 
    選項如下：1.特殊考場(人數較少) 2.一樓或有電梯上下之試場 3.試場鄰近廁所 4.試場有空調降溫設備 
               5.延長時間（20分鐘，休息時間相對減少） 6.提供輔具(放大鏡/調頻助聽器/電腦) 
               7.放大試卷 8.報讀服務 9.放大答案卡（紙）10.答案卡謄錄 11.口頭回答 12.電腦打字 

    (1)原考試評量服務方式：□無    □有(項目說明                               ) 

    (2)下學期評量服務方式：□維持  □調整(原因                                 ) 

六、本學期提供該生之行政支援服務及下學期調整建議： 

 

 

 

 

七、其他討論及建議事項 

    (一)下學期如有課程安排於非一般上課時段家長及導師意願及回家接送方式，提請討論。 

       1.同意時段：□無(以下免填) 

                   □早自習 □午休 □課後(第八節) □其他                   

       2.接送方式：□自行上下學 □親自接送 □其他                 ) 

 

    (二)其他提案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輔導處特教組學習中心會議記錄 

會議名稱 新北市立○○國中    班      同學轉銜輔導會議 

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會議時間 
上午 

    時    分起 下午 

會議地點  

主 持 人  記     錄  

出席人員 

輔導主任  班級導師  

特教組長  家長或監護人  

特教教師  專業人員(  )  

特教教師  專業人員(  )  

特教教師  專業人員(  )  

特教教師  其他  
 

討論及建議事項 
一、目前該生的身心障礙狀況及資格證明： 

二、該生的優勢能力與性向： 

三、該生的升學(就業)方式與管道： 
1.國中畢業後考量:□升學□就業□就養 
2.是否參加基本學業能力測驗(□是□否，原因:                           ) 
3.擬參加一般升學管道(原則上以基測成績+25%，加分達到錄取標準後，以外加 2%名額方式錄取) 
  □一般高中或五專免試升學(採計在校成績)   □一般高中職或五專申請/抽籤入學 
  □一般高中職或藝才班甄選入學(類別：音樂/美術/舞蹈/戲劇，採競賽表現/術科表現/國中基測)  

  □一般高中職或五專登記分發(採國中基測成績) 
  □建教合作班   □實用技能班(採計技藝或在校成績) 
4.擬參與十二年就學安置(特殊管道)        類別(□是 □否原因：                ) 
  (1) □一般高中職普通科(限學習障礙/情緒行為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自閉症/腦性麻痺 5類) 

  (2) □高職綜合職能科(限智能障礙，或以合併智能障礙之多重障礙) 

  (3) □特殊學校(限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和肢體障礙) 
5.該生的升學志願學校及科系 

(1)                  科 (2)                    科 (3)                  科
(4)                  科 (5)                    科 (6)                  科 

四、該生在基本學力測驗時需要的考試評量服務： 

考場 
□無   □特殊考場(人數較少) □延長時間（20分鐘，休息時間相對減少） 
□1 樓或有電梯上下之試場   □試場鄰近廁所   □試場有空調降溫設備              

輔具 □放大鏡     □調頻助聽器   □一般電腦及印表機 
試卷類型 □普通試卷   □放大試卷     □報讀服務 

做答方式 
□一般電腦作答   □放大答案卡（紙）  □答案卡謄錄   □口頭回答 
□電腦打字代謄（限寫字作業並錄音存證） 

其他 說明： 
 

五、其他討論及建議事項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      學年度個案諮詢輔導記錄 

個案姓名：                                                       記錄者： 

日期/時間 對象 
處理 
方式 

輔導重點及結果 

/    / 

   :   ~   :    

案主本人  
家長 
普通教師 
特教教師 
行政人員 
專業人員 

來電諮詢 
致電洽詢 
當面會談 
入班觀察 
其它 

 

 

 

 

 

 

 

 

 

/    / 

   :   ~   :    

案主本人  
家長 
普通教師 
特教教師 
行政人員 
專業人員 

來電諮詢 
致電洽詢 
當面會談 
入班觀察 
其它 

 

 

 

 

 

 

 

 

 

/    / 

   :   ~   :    

案主本人  
家長 
普通教師 
特教教師 
行政人員 
專業人員 

來電諮詢 
致電洽詢 
當面會談 
入班觀察 
其它 

 

 

 

 

 

 

 

 

 

/    / 

   :   ~   :    

案主本人  
家長 
普通教師 
特教教師 
行政人員 
專業人員 

來電諮詢 
致電洽詢 
當面會談 
入班觀察 
其它 

 

 

 

 

 

 

 

 

 

 



行為紀錄表

個案姓名 紀錄者

日期 時間 情境 地點 隱含前事 遙遠前事 立即前事＊ 行為問題 後果1 後果2 後果3 功能假設
可判斷是

否具有週

期性

是否有特定

時段或活

動、課堂或

人物之影響

生理.特質.疾病.
個性.經驗並含

治療等狀態、

行為目錄(可用

策略)

事件發生前的

遠因

事件的導火線

，壓垮駱駝的

稻草

欲觀察的目標行為 他人對其行

為反應

個體對此反

應所得刺激

立即前事怎

麼了

判斷行為的功

能以正向作為

教導的參照

/  / 第六節 下課時間老

師討論事情

，個案進教

室想玩線上

遊戲

資源教室 個案為自閉症 個案早上上課

即持續要求玩

線上遊戲CS和
看瑤瑤，並興

奮地笑和自言

自語，但能在

引導下完成作

業單的要求。

下午再來要求

玩線上遊戲，

老師不同意。

個案生氣、摔桌椅 老師要求復

原

個案拒絕離

開

個案仍然沒

有玩到線上

遊戲

發洩情緒表達

不滿



是好動還是過動？ 

學生姓名：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填 表 人：      （與個案關係：家長 普師 特師 其他       ） 
 
以下狀況，你/妳的孩子有幾項？ 
 
1.注意力不集中 
（ ） 無法持續注意力，很難專心做完一件事。 
（ ） 粗心、不注意細節，例如考試、寫功課常出錯。 
（ ） 心不在焉，對別人說的話左耳進、右耳出，像在做白日夢。 
（ ） 交代的事情無法完成。 
（ ） 做事、活動時缺乏組織條理，常一片混亂。 
（ ） 健忘、丟三落四。 
（ ） 容易受外界無關的刺激而分心，例如上課時看到教室外有一隻小鳥飛

過、寫功課時聽到隔壁鄰居的電話鈴聲。 
（ ） 常逃避、排斥需要專心的工作，如寫功課。 
（ ） 常忘記每天該做的事 
  
2.過動 
（ ） 手腳經常扭動不安、站立不安。 
（ ） 在該坐著的場合（如教室）坐不住 
（ ） 在不該亂動的場合爬上爬下、亂跑 
（ ） 很難安靜地玩遊戲或從事其他活動 
（ ） 動個不停，好像上了發條，永遠不會累 
（ ） 多話 
  
3.衝動 
（ ） 常在問題還沒問完時，就搶著回答 
（ ） 無法耐心等候 
（ ） 常插嘴、干擾別人 
  
如果您發現孩子/學生有其中的症狀６項以上，且在７歲前就出現、持續半年以

上，並在兩個以上不同場合出現（如學校、家中、安親班），造成明顯困擾，就

該留意，並建議置青少年兒童心智科（或精神科）檢查。 
 
資料來源：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 
 



個案學校行為觀察記錄（範例） 

學生姓名：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填 表 人：  （與個案關係：家長 普師 特師 其他       ） 
 
敬愛的醫師先生/女士，您好： 
    敝校學生經長期觀察有下列情形，經與家長溝通轉介貴院，特此說明

學校觀察情形與意見： 
(1) 課堂中經常出現放空狀態，尤當老師在講解或同學在回答問題時，也常因

此沒有注意到老師的要求或問題，雖有能力卻無法正確做出反應。 
(2) 經常忘記寫作業、或例行性活動（如攜帶聯絡簿、作業或文具等）。 
(3) 上課中除無法集中注意力外，常容易分心注意非目標的事物（如小動物經

過），或不斷有轉筆、抖腳、摳手、輕敲桌子等動作。 
(4) 剛提醒完的事情經常隨即忘記。 
(5) 上課中經常轉筆無法維持適當坐姿，或是愛講話、扭來扭去。 
(6) 個案雖已提供兩性教育、網路安全課程及老師、家長多次密集之個別糾正

提醒，但多次面對相似情境均因衝動而陷個人於危險情境，使家人和校方

非常擔心。 
如有學校需配合觀察注意事項，請不吝惠允通知，以利配合，增加療效。 
此致 主治醫師 

(學校名稱) 特教教師      敬上 
連絡電話：           分機      
電子郵件：                     
 

就診回條 

本校學生              至  貴院             科門診，請醫師先生/女士惠允

提供治療過程該生學校應配合事項，意見如下： 
 

 

 

 

 

另惠允同意提供您本人或院方聯繫方式，以利諮詢溝通。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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