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特教工作計畫                          
                                         109.8.13 

 工 作要 項 負責人員 主 要 工 作 內 容 辦 理 時 程   備  註 

01 特教推行委員會 輔導主任 1. 執行特教班工作計畫 

2. 聯繫特教推行工作 

3. 召開特教會議 

4. 特教課程審查 

1. 每學期初 

2. 依需求 

 

02 IEP會議 特教組長 擬訂個別化學生教育計畫(含檢討) 每學期開學

前及學期末 

 

03 家庭支援服務會

議 

特教組長 提供特殊需求學生家長整合性及支

援性服務 

每學期初擬

訂計畫 

 

04 課程/IEP審查 特教組長 學校特教課程計畫及 IEP上傳 7月  

05 公文處理 特教組長 收文分類 處理 歸檔 隨機  

06 教師研習 特教組長 1. 上網查詢研習資料 

2. 辦理特教研習 進修 講座 

隨機  

07 網路通報 特教組長 1. 隨時通報更新特教特教系統資

料以利通報作業之進行 

2. 上網填寫轉銜資料 

隨時  

08 畢業生轉銜服務 各班導師 

資源班老

師 

1. 連絡家長詢問需求及畢業生生

涯規畫情形 

2. 聯絡參觀學校 

3. 召開畢業生轉銜會議並記錄 

4. 主動提供國中老師畢業生各種

向度的資料 

2-7月  

09 鑑定安置轉介 各班導師 

資源班老

師 

特教組長 

1. 參加鑑定安置說明會 

2. 填寫鑑定安置相關表件 

3. 擔任心評工作 

4. 出席鑑定安置會議 

5. 提供個案家長諮詢服務 

1. 每學期配

合特幼科 

2. 新個案需

求 

 

10 輔具申請借用移

撥 

特教組長 1. 依個案需求提出申請 

2. 輔具調整及操作訓練 

3. 每學期配

合特幼科 

4. 新個案需

求 

總務處 

11 才藝比賽暨校外

教學 

特教組長 1. 安排鐘點助理員或陪同者 

2. 提供學務處學生特殊需求 

3. 製作校外教學簽呈 

配合特幼科

及課程規劃 

 

12 特教宣導活動 特教組長 1. 舉辦特教宣導活動擬定宣導內

容 

2. 撰寫宣導文件 印製 發放公告 

3. 教師晨會時間宣導 

4. 講座安排 

10月-次年 5

月 

特教教師協

助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5. 12學生朝會宣導 

6. 辦理相關活動 

13 新生入學 

學障初篩 

資源班老

師 

特教組長 

 

1. 召開轉銜會議 

2. 召開編班安置會議 

3. 通知新生家長注意事項 

4. 接收新安置學生資料 

5月-7月 

9月 

輔導組 

資料組 

協助 

14 收費相關 會計 

出納 

1. 減免學生學費 午餐費 平安保

險費 

2. 收學雜費 

9月 2月 總務處 

15 資賦優異宣導 特教組長 1. 簡章發布公告 

2. 宣導說明 

12月  

16 心評 特教組長 心評人員增能研習及換證申請 特教組長 資源班教師

協助 

17 視障用書申請  

核銷 

特教組長 1. 視障用書調查申請 

2. 視障用書經費申請 核銷 

每學期初 總務處協助 

18 交通補助費 特教組長 3. 交通補助費申請 

4. 交通補助費核銷 

每學期初  

19 獎助學金申請 特教組長 1. 獎助學金申請 

2. 獎助學金核銷 

配合特幼科  

20 在家教育代金 

申請  

特教組長 1. 教育代金申請 

2. 在家教育訪視 

9月.2月  

21 補助經費設備 特教組長 

總務主任 

事務組長 

3. 特教經費分配 

4. 特教經費核銷 

5. 財產 設備登記 

配合特幼科  

22 專業團隊服務 特教組長 1. 專業團隊服務申請 

2. 專業團隊人員聘僱 安排 

3. 專業團隊經費核銷 

配合特幼科  

23 巡迴輔導服務 特教組長 1. 巡迴輔導線上申請 

2. 審核巡迴服務到校服務 

配合特幼科  

24 特教助理員申請 特教組長 1. 申請特教助理員 

2. 製作每月助理員薪資 

11月  6月  

25 課後照顧專班開

班調查 

特教組長 1. 身障課托調查 經費申請 

2. 寒暑假課後照顧班調查 申請 

3. 課後照顧班成果彙整 

配合特幼科  

26 社會資源 資料組長 1. 志工聯絡 

2. 志工簽到記錄 整理 

隨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