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小轉銜

親愛的家長，您還
記得自己第一天上
小學的樣子嗎？

這將會是

值得紀念的人生

重要記憶！

恭喜各位，孩子即將邁入小學！
從一個環境銜接到另一個環境是重要環節。
這是練習「調適能力」的寶貴機會。透過轉銜階段
的預先規劃與準備，助於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也
讓家長逐步面對新階段。轉銜準備從大班的九月就
能啟動，如縣市政府教育局的入國小鑑定安置流程，
期盼釐清孩子需求，取得適切教育安置建議及相關
資源。過程中家長必須做準備相關的文件、參加評
估會議，甚至學習打破過去經驗，彈性調整步伐。

特殊學生

參加鑑定安置，孩子會被安置到哪裡念書，念什麼班？
有哪些選項？每個學校都會有資源班嗎？

國小階段特殊教育服務型態多元：一、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二、

資源班或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沒有學生人數上限，學生仍屬普通班，

部分時間到資源班上主科（國語數學抽離）或上社交技巧、學習策略、

部分主科補強等外加課程，節數依學生需求安排，目前臺中僅有 39

校無此類資源，但可額外向教育局申請其他學校特教教師到校巡迴輔

導；三、集中式特教班：每班上限為 10位學生，兩位導師皆為特教

教師，需要經過「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

會）同意安置，臺中市目前有 39校設有此班型；四、特教學校：目

前在臺中啟聰學校設有聽障集中式特教班，臺中啟明學校設有視障集

中式特教班，校內自有較完整專業團隊；五、其他：如視障資源班、

床邊巡迴班、在家教育巡迴輔導、聽語巡迴輔導及視障巡迴輔導、情

緒與行為障礙巡迴輔導等。

一定要有身心障礙手冊
才能通過鑑定安置嗎 ?

不一定。身心障礙手冊主要用途是申請社

會福利及補助。身障手冊、醫院診斷證

明、心理衡鑑報告、評估報告書、重大

傷病卡或聽力檢查報告⋯⋯，皆由醫療

院所開立，可證明孩子具有某些功能缺

損或診斷，都可用來作為鑑定安置的佐

證文件，但最終是否

取得特教服務，還需

搭配在學的現場觀察

與教育需求評估，經

「鑑輔會」委員綜合

研判影響學習適應。

為什麼感覺孩子學習落後同齡孩子許多，
卻沒有通過鑑定安置呢？

「鑑定安置」會出現三種結果：一、孩子已確診，評估後需要特教服務

與安置；二、孩子「疑似」有某些特質，但未取得診斷或尚無法判斷需

求程度，需學校「再觀察」入學適應狀況，由特教或輔導先行提供介入

或積極觀察，確認是否需要，再提出特教鑑定安置；三，孩子根本不需

要特教服務，只要輔導系統、專任輔導、補救教學或導師幫助調整就好。

主因有三，國小階段和學前階段特教類別不一樣，國小以學習障礙、智

能障礙、自閉症及情緒障礙占大宗，皆要明確診斷或測驗資料。國小階

段和學前階段特殊教育服務頻率也不一樣，國小階段多以特教教師駐校

提供正式生直接抽離服務、疑似生提供間接諮詢與觀察。

最重要的是，國小階段和學前階段面對的發展目標與輔助方式不一樣，

國小階段學校支持系統較為多元化，除特殊教育以外，還增加了輔導諮

商系統及補救教學方案 (108年改為學習扶助 )。鑑定安置評估過程中，

將會判斷孩子的需求可由那些資源介入。

Q1

-	經由 IEP 討論
轉銜規劃
-	了解安排轉銜
和評估時程
-	蒐集轉銜資訊
-	報名鑑定安置

-	多方了解學校
資源
-	準備戶籍及醫
療評估資料
-	等候教師聯繫
並參與討論

-	特殊教育資源
中心彙整資料
並召開會議
-	如需補充資料
或出席會議另
行通知

-	等候學區學校通
知鑑定安置結果
-	安置 / 學區學校
報到
-	規劃 7-8 月準備
活動

取得身分
-	依需求安排及相關
專業申請
-	國小老師與學前老
師進行會議溝通

未取得身分
-	依需求做資料轉銜
-	為畢業入學做準備

8~11月 12~2月 3月 4~5月 6~8月

Q3 普通班或集中式特教班要如何選擇？ 
會依據家長的意願安排嗎？

取決於個別需求，主要判斷依據學習智力表現

及整體生活自理能力。有家長擔心編入特教班

（或資源班）便被定終生，其實特殊教育身分

多會要求 1-3年重新評估及討論安置與服務提

供適切性，假設孩子進步很多，也可主動提出

重新安置申請轉往資源班（或回歸普通班）。

特教班會依據孩子狀況安排到適合的普通班

進行融合，或與普通班老師合作辦理活動讓孩

子互動遊戲，但若家長意見與鑑輔會專家學者

意見相左，鑑輔會基本尊重家長決定，但會請

學校持續追蹤孩子適應狀況，若適應有問題會

申請重新安置。

Q4 申請暫緩入學的條件為何？ 
哪些情況較可以申請暫緩入學？

申請暫緩入學需為大班屆齡入國小一年級，

經「鑑輔會」確認孩子屬於特殊教育需求學

生，且家長須提出具體暫緩入學教育計畫。

如果孩子障礙發現較晚、社經、文化或學

生發展等因素，以致學前教育或早期療育

介入不足，或因醫療健康狀況不適合到校，

需長期且密集接受治療或休養，以上狀況發

生時，可能會進一步思考暫緩入學需求性。

但，是不是應該申請，沒有標準答案。決定

申請前，建議思考清楚，希望透過暫緩達成

的目標為何？多方比較後再決定，而非一昧

信仰，暫緩入學孩子就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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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訊可至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縣市設置特教班查詢

轉銜問題相談室

臺中市中區特教資源中心  陳羿伊老師

恭喜熬過艱辛早療、幼兒期的孩子與家長們，接下
來孩子進階成為小一新鮮人囉！相信此刻心中，擔
憂可能多於高興，太多爆炸資訊，正無意識加劇我
們內在的焦躁，光想實在太可怕了 !

轉換環境就是有壓力

家長們，放棄一切順遂想法，作戰準備應付吧！是否黑人問號，不

是該要我們放寬心嗎？不，我們唯有正視、接納自己心中的擔憂與焦慮，

才有機會真正陪伴身旁的孩子，知道我們大人應該做甚麼，因此直視自

己的心理狀態無比重要。

面對壓力時你的感受為何？試想到新公司的擔心、緊張、不知所

措⋯⋯。現在孩子要升小一了，我們擔心他，但可能忽略自己的壓力。

請正視自己的狀態，調整好步伐、情緒，現在起幫助自己紓壓 ( 例如：追

劇、運動、與朋友吃飯 )，但「不要加諸孩子過度刺激來紓壓！」( 如：

要求天天握筆寫字、早療課全改為英文、數學先修班⋯)。大人還沒穩定

下來，這些都是徒增彼此壓力作為，您此刻會有的感受，孩子也「即將」

都要面臨，除了換學校、換同學、換老師、換課程，還有作息要調整、

自理能力要提升、作業增加。

請在心裡默念三次「孩子你即將面臨很大的壓力！」，即使孩子沒

表現出來，但仍提醒自己，他將面臨壓力！當我們的擔憂，加諸給孩子

過度刺激，無形中孩子背負、承擔我們的焦慮，而他真正的壓力還沒開

始，開學後只會更糟，你不會想這樣過生活，因此放過你自己吧！

入學準備應以生理、安全需求滿足
為優先

入學準備應首重孩子生理需求、環境與人的安全需求，指的是：吃

喝拉撒睡、冷熱痛、安全感、穩定感，穩定而可預期步調是生活安適的

核心。

許多專家分享入小前的準備，依據常見建議補充幾點：生活作息調

整宜重視孩子基本睡眠長度、並應考慮家庭作息來規劃；參訪新學校了

解環境、鐘聲、如廁外，教導孩子認識學校生活步調 (如：上放學時間、

誰來接、往哪去、何時回家 )，這些均為建立基本生心理安全感的重要

來源。

而認識老師建立安全與信任方面，建議只要介紹老師如同幼兒園老

師一樣照顧他即可。至於想交代老師、希望多關照的不要急，老師這時

要認識很多新孩子，此時溝通不是好時機，開學初期老師壓力也很大。

擔憂孩子遇到困難需協助，不妨趁暑期間與孩子多演練應變 ( 務必延續幼

兒園已熟悉、習得的方式 )。

最後安親班挑選，多考慮孩子、你與安親老師互動是否投契、安親

時間與家庭作息是否適配，其餘加強注音、數學、英文都不是首要。特

別提醒中重度障礙孩子家長，入小後的療育仍相當重要，安親 /療育課

程間應有所取捨、避免孩子體力、精神過度負荷，持續療育、減少學業

成就追求方是首要之務。

與老師溝通建議
Tips to Talk

需要醫療生理協助者，提供緊急應變方式參考
例如血友病、先天性糖尿病、罕病、心臟病、代謝性
相關疾病、癲癇等，臟器、血液、吃喝拉撒睡、感官
功能需要協助的孩子，（概略說即手冊上障礙類別第
二、四、五、六、八類，及部分腦腫瘤、癌症、四肢
完好移動須注意關節肌肉問題等），建議知會老師，
提供緊急應變方式 ( 一張紙為限，醒目寫上孩子名字
與疾病名稱 )，確保孩子在校安全為首要，也教導孩
子除了導師外，還可以找誰 ( 其他老師、校護 ) 幫忙，
建立協助網絡。

第一、三、七類特殊需求孩子，請給予信任
溝通須稍緩，孩子需要時間適應，11 月後會漸入
佳境。剛開學擔心霸凌的問題，老師都處理過，
疑慮時找你討論，才是談論問題的好時機，此刻
向老師輸入訊息才有效。與老師分享有效互動與
引導方式，了解孩子疾病表現、影響範圍，是否
需要評估報告書、心理衡鑑報告協助掌握，信任
老師能因應，若處置不來，除了家長共同協助外，
學校尚有輔導系統支援；但最重要的是給孩子時
間適應，初期混亂不表示永遠，爸媽記得紓壓。

理解、接納孩子的情緒與感受，比教導更重要
開學後多關照孩子情緒與感受，照顧者是安全、穩定
的泉源，提供最大安定力量。放學後與孩子對話、同
理新生活中的疲憊(疲倦也是情緒爆點)、緊張、害怕、
不知所措、困惑、有趣、好玩…，表達對新生活的好
奇與關懷，是開學後我們最該做的(而不是趕著寫完、
應付作業 )。若孩子遭遇困難，先同理感受，再了解
他怎麼想、怎麼做，不恰當才教導因應方式並演練，
孩子才能於環境中幫助自己，切莫急著討公道、找老
師問明白、要求老師處理或急著導正孩子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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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作戰
蛹之生心理諮商所、慈恩心理治療所
邱惟雅　臨床心理師

對於家長及社工來說，孩子能在升國小的階段有良好的適應，

一直都是很大的冀望，而國小體驗班就是我們中心一直用心著墨、

積極推動的轉銜方案之一，而方案的目的著重於參與入小體驗班之

幼兒，可藉由體驗活動瞭解小學的學習環境及作息。

國小體驗班的內容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為期一週的國小

體驗班，體驗班不單模擬實際國小的生活作息外也加入了環境適應

的成分，從生活作息 (準時 7:00到校、聽鐘聲上下課、午休趴睡 )、

遵守團體規範 ( 上課 30分鐘、排隊打飯 )、課程設計 ( 國語課、數

學課、美勞課、體育課、團體活動 ) 到環境認識 ( 認識校園環境、

蹲式廁所、飲水機 )，我們希望盡可能的還原國小實際的樣貌，透

過體驗班能直接反映孩子在面對就學各面向的因應與表現，讓社工

及帶班老師進行觀察、記錄與討論，根據孩子的適應狀況並予以

統整，透過個別會談或是於體驗班後的成果分享、家長團體討論，

以提供相關就學準備建議；第二部份則為成果分享會，主題為展示

孩子體驗班的成果作品及親師溝通時間，家長可感受到孩子該週的

適應及表現，對於未來適應準備的藍圖有應對方向，而家長若未能

於成果分享會完整接收入小適應的注意事項，社工亦會在一旁協助

家長統整成果分享會所提到的重點，並作為家長後續諮詢的管道，

以確保孩子在入小後可以順利的進行接軌。

參加入小體驗班可初步了解孩子可能會遇到的適應困難，更

清楚需積極與學校溝通、進行資源媒合，使入學相關準備更加完

善，讓孩子與家長有充足能量因應；家長若希望看到孩子每

天嶄露笑容的踏入校園，記得向社工、幼兒園老師或治療師

進行諮詢且確實執行喔！讓我們一起讓「上學變簡單」吧！

國小體驗班教育轉銜活動心得分享
臺中市第四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 陳逸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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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早療季報

臺中市早期療育服務

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 
（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辦理）

地 址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400號 
（英才婦幼館 1樓）

電 話 （04） 2208 - 3688

傳 真 （04） 2208 - 3677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六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一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服務區域 中區、西區、北區、西屯區

地 址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 11巷 13號
電 話 （04） 2471 - 5220

傳 真 （04） 2471 - 5218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二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北屯區、潭子區、大雅區

地 址 臺中市潭子區大豐路二段 1號
電 話 （04） 2533-5276分機 21-27

傳 真 （04） 2533-0955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三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東區、南區、南屯區、烏日區、 
大肚區

地 址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 450號
（臺中市愛心家園）

電 話 （04） 2471-3535轉 1507-1511

傳 真 （04） 2471-4959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四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太平區、大里區、霧峰區

地 址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路 102號
電 話 （04） 2407-0195

傳 真 （04） 2406-7370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五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豐原區、后里區、石岡區、東勢
區、和平區、新社區、神岡區

地 址
臺中市豐原區豐榮里 12鄰新生北
路 155號 ( 豐原國小 105教室 )

電 話 （04） 2524-9769

傳 真 （04） 2524-9712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六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沙鹿區、龍井區、梧棲區、清水
區、大甲區、外埔區、大安區

地 址
臺中市沙鹿區福幼街 8號 4樓 
（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電 話 （04） 2636-5175

傳 真 （04） 2636-4676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地 址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400號
（英才婦幼館 1樓）

電 話 （04） 2202-2226

傳 真 （04） 2206-0523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10：00-16：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山海地區兒童發展資源車
(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

服務區域

后里區、豐原區、大雅區、潭子區 
神岡區、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 
和平區、大甲區、清水區、梧棲區 
大安區、沙鹿區、龍井區、外埔區 
大安區

洽詢專線
（04） 2636-9313
（04） 2524-9319

發行單位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發 行 人 李允傑  局長

總 編 輯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編   輯 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 
（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承辦）

編   輯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編   輯 臺中市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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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國小季節即將來到
為協助各位服務對象及及家庭面對進入國小就讀後的學習或生活適應問題，本次季刊彙整臺中市致力服務特殊需

求幼童及家庭之社團資訊，家長若有需求可申請加入以獲得所需資訊及支持。

臺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04)2236-3130

這是一個開放的園地，協助有學習困難，親子教育，等困擾的學童，歡迎大家一起

來當他們的迷宮天使。創立此 LINE目的是為各位家長針對課程需求、學障諮詢等有

更簡便個人的交流方式。

社團法人台灣赤子心過動
症協會總會－臺中分會
(04)2236-3130

以服務「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及其親師為主軸的公益團體，我們向社會大眾宣

導相關正確知能，爭取法源支持，使患者得到應有之尊重，以發揮其可貴之純真赤

子特質，進而造福人群為宗旨。非營利組織，以愛為鑰，開啟關懷。主要服務中彰

投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簡稱 ADHD）患者及其親師為主軸的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台灣心動家族兒
童青少年關懷協會
(04)2326-5755

非營利公益團體，主張有能力的涵容環境，如家庭與學校，才有能力協助需要支持

的孩童成長。結合專科醫師、心理治療師、大學教授及孩童家屬等專業人員，從家

族照顧概念出發，常態性提供各種支持與教育協助，透過課程分享、舉辦活動等多

元模式，積極協助易分心過動症和其他情緒行為困難的孩童及其家人。

天使心臺中服務處
(04)2326-2687

天使心家族基金會創辦人照程、雅雯夫婦，基於本身也是愛奇兒父母的切身經驗，

體悟到唯有父母先被改變，孩子才能得到祝福。針對愛奇兒父母與手足為服務對象，

提供四大服務：成長課程、個別化家庭服務、喘息服務、社會宣導，天使心家族未

來也將持續努力，期待陪伴更多需要被幫助的父母們走出失落陰霾。

臺中市慢飛家庭關懷協會
(04)2326-9517

本會為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協助特殊需求兒童之家庭，面對慢飛天使成

長所需要的資訊與協助為宗旨。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提供特殊需求兒童及家庭關懷與支持。 
二、提供親職、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相關資訊與協助。

家長參與網路支持性團體

FB粉絲團

FB粉絲團

FB粉絲團

FB粉絲團

FB粉絲團 官方 Line

官方 Line

官方網站

官方網站

真語言治療所 大甲區中山路一段 887號 1 樓 0963-147-525 語言治療 ■平日  ■晚間  ■週六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南區建國南路一段 110 號 04-24739595 # 32330 聽覺復健 ■平日  □晚間  □週六

大心物理治療所 大里區新仁路 1段 1-1巷 55號 04-2277-6262 物理治療、水中運動治療 ■平日 □晚間  ■週六

臺灣小蝸牛聽語障礙關懷協會 南屯區大墩路 812號 3樓 04-2326-5993 語言治療、認知學習 ■平日  □晚間  □週六

達新復健科診所 北屯區東山路 1段 223號 2樓 04-2326-5993 認知學習 ■平日  ■週四晚間  ■週六

悅樂語言治療所 西區自由路 1段 19-9號 1 樓 04-2372-8468 語言治療、認知學習 ■平日  ■週二∼四晚間  ■週六上午

自費療育新增單位

資訊

更新

活動名稱 日期 �間 �點

臺中市第 2 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04-2533-5276

伊寶貝社�兒童�書室
說故事活動 8 /3 10 :00-12 :00 本中心�書室

108年度「��動伊�」
手足�家長紓壓活動 8 /18 09 :30-17 :30 戶外公� (商借中 )

臺中市第 3 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04-2471-3535#1507 /1510

社�宣導 7 /20 09 :00-12 :00
�科永紀��書�
南屯��富路五段1�

一個不能少
童在益�

場�一:9 /21
場�二:9 /22

09 :30-11 :00
La Pizza 那間披�
南�國光路305�

臺中市第 4 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04-2407-0195#102

108年「�伊兒小書蟲」
社��書室 7 /20�9 /21 10 :00 -11 :30 本中心

臺中市第 5 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04-2524-9769

�子�步學習�
(�書借�、�間開放 )

每�二�五 09 :00-11 :30 本中心��室

�子 FUN PLAY
7 /9���8 /13語言
9 /10��

09 :00-12 :00 本中心��室

�子講座 8 /11 09 :00-12 :00 東��東�路五段 405�

�子講座 8 /18 09 :00-12 :00 豐原國小
弘齊來家長�誼會
父�節手做活動 7 /21 09 :00-12 :00 豐原國小

弘齊來家長�誼會
社�說故事 8 /10 09 :00-12 :00

共好社會住�好�安�店
豐原�永�路 286� 1�

活動名稱 日期 �間 �點

臺中市第 6 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04-2636-5175

幸福�子��開放 每�四 & �一�六上午 09:00-11:30 本中心��室、�書室
幸福�活�
�子一�來～情感DIY

7 /25�9 /7 10:00-11:30 本中心��室、�書室

心�天使家長�誼會 7 /27�8 /24�9 /28 09 :00-12:00 臺中市兒童福利服�中心
��天使家長�誼會
�手足育�� 7 /13�8 /10�9 /7 09 :00-12:00 臺中市��福利服�中心（大甲）

入幼轉銜活動 7 /7 09:00-12:00 臺中市兒童福利服�中心
入小�驗�活動 7 /14 08:30-13:00 臺中市兒童福利服�中心

�岡兒童�子同�屋 7 /14�7 /28�8 /11
8 /25�9 /8�9 /22

09:00-11:00
�井��岡里民活動中心
�井�竹師路二段 62�

臺中市兒童發展山海區資源車服務 04-2636-9313 /04-2524-9313

�子學習��
資源車��服�

7 /2�8 /6�9 /10 09 :30-11 :30 東���東街�城2巷5�
7 /10�8 /14�9 /11 10 :00-12 :00 外埔�大馬路373�
7 /4�9 /5 10 :00-12 :00 后里�三光路42�
7 /16�8 /20�9 /17 09 :30-11 :30 新社�中和街4段207�
7 /11�8 /8�9 /12 09 :30-11 :30 大雅�仁�路80�
7 /25�9 /26 10 :00-12 :00 神岡�福成路76�
8 /9 09 :30-11 :30 大��永和里永和街11-1�
8 /30 09 :30-11 :30 清水�海�里海�二街326巷26�
8 /23 10 :00-12 :00 大安�大安港路1156�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04-2202-2226

�子��室 每�六 10 :00-11 :30 本中心

教具�書借� 每�二�四�六 14 :00-15 :30 本中心
發展諮詢會談 採事先預約制 10 :00-16 :00 本中心

0-3歲居家活動 7 /5�7 /12�8 /3
8 /23�9 /18

事先預約制 本中心

7 ~ 9 月最新活動資訊

Allen 是腦性麻痺的孩子，智能與認知發展良好，

最大的障礙是肢體障礙及語言表達部分咬字不清楚。

現在 Allen 即將從幼兒園畢業，進入小學度過六年時光，

想與大家分享這段時間的轉銜歷程與適應情形。

定位班級形式

1  資源班：家長要花較多心力，因為普通班和資源班各有功課，孩子若

完成不了，就會有壓力，要觀察瞭解孩子的情況，與老師溝通請教。

2 特教班：相對家長會輕鬆一些，師生比 1：5，且有教助員幫忙。

確定要讀的國小

1 �考量距離：不要離家太遠，大概 15分鐘以內車程較適當，若車程久，
對大人孩子都是一種考驗。

2  考量學校的環境氛圍是否友善：環境不友善，孩子與家長都身心俱疲。 

預約可詢問自身疑問及瞭解學校對於特殊幼兒的態

度。電話預約前要做好可能被拒絕的心理建設。

1��教助員安排：學校內目前有幾個需要教助員的孩子，過往經驗會核給

多少時數 ?人力是否緊缺 ?若時數不夠，其他家長解決辦法是什麼 ?

是透過自費或是媽媽、志工進班？ 

2��有無課後照顧，低年級只有週二上課到下午，其他半天時間，學校是

否有課後照顧班？

經過前期的思考及參訪，對於孩子要讀的國小已經心有所屬。接下來就是

入小預備及適應。

1  資源班遷戶籍 :遷入想讀的國小學區。

2 適應學校環境 :在學校對外開放時間，常帶孩子去學校玩，讓孩子

熟悉動線轉換。

3 抄寫聯絡簿 :讓孩子在暑假開始抄寫聯絡簿，並實際有些功課。

4 調整生活作息 :讓孩子的暑假生活按國小作息開始運行。

5 準備設備 :準備一套課桌椅。

1 父母心態調整：別擔心未發生的事，做好當下，遇到問題再逐一解決，

能提前防範的就先協助孩子做好準備，把大問題拆解成小問題，再

逐一攻克。給孩子正向的力量，父母的擔心焦慮，孩子都能感受到！

2 孩子的情緒調整：對孩子持正向態度且多鼓勵，對老師也是，相信

老師的出發點是為孩子好；讓孩子明白，不是努力可以改變全部，

但只要努力肯定會改變，不要只關注孩子的弱項，用優勢帶動弱項，

建立孩子自信；讓他知道自己是獨一無二的，有朋友、有愛我的家人。

1 暑假期間：確定級任老師後，可先帶孩子跟老師打招呼，分享孩子

狀況；主動詢問是否有需要協助的事情，積極參與學校志工服務。

2 讀資源班：遇到問題時請先找級任老師，討論後再找資源班老師，

畢竟孩子在班級時間較久，要尊重級任老師，學校主導權交給老師，

觀念與老師不同時，先找老師溝通且不要強勢介入，不要在孩子面

前批評老師。請出席班親會，這是給老師的尊重與支持。

3 主動協助老師跟同學認識孩子：可製作兩份 PPT介紹孩子，一份站
在孩子的角度給班上同學看，因為他們也會對我們的孩子感到好奇，

不如主動和大家分享，如何正確地看待我們的孩子。另一份以大人

的立場給老師看，讓老師了解孩子的能力以及需注意事項。

4 請假：應事先告知，不宜訴苦，會讓老師覺得自己是家長的垃圾桶。

確定國小與班級形式

確定國小

親師溝通

心態的調整

參訪國小

入小轉銜步驟 1

幼 小 轉 銜

	孩子有遲緩證明或手冊一定要出示，才能連結資源，例如 :小團體上課、個別課程及巡
輔老師等。

	心評人員評估時，可以跟老師提出自己的想法、期待及孩子需求，老師會納入考量，把
這些提供到入小鑑定安置審查會議。

溫馨提醒

入小轉銜步驟 2

自行參觀或電話預約參訪

參訪可詢問以下問題

入小轉銜步驟 

3

入小轉銜步驟 

入小轉銜步驟 

4

5

祝福每個孩子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校園，懷著喜悅、充滿期待的去迎接國小的生活，在未來人生旅途

上，快樂的成長與學習！
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家長  Allen媽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