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前特殊教育
有助於 3至 5 歲的兒童學習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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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對孩子的幫助 
每一個兒童學習某些技能（例如走路和說話）的進度
都會與其他兒童不同。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學習技能
比其他孩子慢很多，你應諮詢醫生。醫生會檢查孩子
成長的進度或轉介孩子接受評估。如果符合條件，你
的孩子可接受免費的學前特殊教育計劃，有助更好地
學習。

學前特殊教育提供﹕
 特殊班（供有或沒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特殊班（只供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特殊教育老師在教室提供額外的幫助
 治療、輔導以及家長教育

這些服務可以在學前特殊教育學校、學前計劃、醫務
診所、托兒中心或你的家裏提供。

學前特殊教育對孩子的幫助
每一個學區的學前特殊教育委員會(英文簡稱CPSE )，
審查兒童的需要，並提供特殊教育的轉介。如要獲得
特殊教育，你或你孩子的醫生、教師、早期治療教育計
劃(英文簡稱 EI )服務專員或社工需要事先轉介你的孩
子至學前特殊教育委員會接受評估。當學前特殊教育
委員會接到轉介，學校會寄給你一份同意書，必須由
你填寫，孩子才能接受評估。醫生、教師、早期治療教
育計劃服務專員能建議孩子接受評估，但是只有父母
或照顧兒童的監護人同意才行。

“最初的時候，我很害怕兒子會被
人看成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但是，
現在我很高興我當初決定讓他接受特
殊教育。他的老師給了他很多幫助。
他在學校表現得越來越好，也比以前
開心多了。眼見兒子學習的進步和開
心的心情，要比擔心被人看低重要得
多了。”



與學前特殊教育委員會合作
讓孩子獲得服務

1. 接受評估—學前特殊教育委員會在收到轉介的45天
內，會查看你孩子的能力以判斷孩子是否需要接受特
殊教育服務。評估過程包括﹕
 身體及心理檢查
 瞭解你孩子的社會及家庭背景
 到訪孩子的家裏、學校或你孩子接受照顧的地方
 根據你孩子的需要做其它檢查

2. 是否符合資格—評估過程結束後，你將與學前特殊
教育委員會面，討論你的孩子是否符合接受服務的資
格。出席會面的人士包括﹕
 你想邀請的任何人士（照顧孩子的人士、社工、
    翻譯員或朋友）
 當地學區的學前特殊教育委員會主席
 進行評估的特殊教育老師或專家
 早期治療教育計劃服務專員（如果你的孩子正在
    接受早期治療教育計劃）

3. 制定個人教育計劃（英文簡稱 IEP）—如果你的孩子符
合接受特殊教育的資格，你及學前特殊教育委員會將
一起給孩子制定一份個人教育計劃。這份計劃說明孩
子在上學時需要的服務。服務一般從教育計劃制定後
30個學校工作日內開始。如果到時沒有提供服務，請
聯絡學前特殊教育委員會，或向你的醫生或社工尋求
幫助。

4 年度審核—你、學前特殊教育委員會、
老師或學校心理醫生以及學區代
表至少每年一次審核個人教育
計劃，以查看孩子接受的服
務是否有幫助，以及是否需
要作出任何修改。



為孩子爭取最佳的服務

作為支持孩子的父母，為孩子獲得特殊教育並不是簡
單的事情，但更重要是針對孩子的需要，幫助孩子學
習進步。
 瞭解自己作為父母的權力。知道何時及如何尋求服
   務。
參與整個過程。確保依照程序，幫助孩子獲得服
   務；參加所有委員會的會議，並且與學前特殊教育
   委員會密切合作。
 讓學校知道你孩子的特殊需要。
 向孩子的教師及醫生多加瞭解孩子的進展。

如果學前特殊教育委員會認為我的孩子
不符合接受服務的資格，應該怎麼辦？

你將收到學前特殊教育委員會寄出的通知信，告知你
的孩子不符合資格，並解釋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之
後，你應繼續觀察和跟進你孩子的發展狀況，如果你
有其它顧慮，你應諮詢醫生。但是，如果你不同意學前
特殊教育委員會做出的決定，你可在當地學區填寫表
格，要求調解或召開聽證會。 

當我的孩子滿5歲後，應該怎麼辦？

完成學前課程後，你的孩子仍然能夠接受特殊教育服
務。當你的孩子5歲時，你的孩子會被轉介至特殊教育
委員會(英文簡稱CSE )。如果符合資格，你的孩子可以
在小學或其它場所接受特殊教育服務。



General Info Line / 諮 詢 熱 線
(212) 226-8339

Website / 網 址
www.cbwchc.org

268 Canal Street, New York, NY 10013
Internal Medicine / 內科部
(212) 379-6998
Women’s Health / 婦女健康部 
(212) 966-0228

125 Walker Street, 2/F, New York, NY 10013
Pediatrics & Adolescent Health / 兒科及青少年部 
(212) 226-3888
Teen Resource Center (TRC) / 青少年資源中心
(212) 226-2044
Dental / 牙科部 
(212) 226-9339 

136-26 37th Avenue, Flushing, NY 11354
Internal Medicine / 內科部
(718) 886-1200
OB/GYN / 婦產科部
(718) 886-1287
Pediatrics / 兒科部  
(718) 886-1222

Health Education Department / 健 康 教育 部  
(212) 966-0461

Social Work Department / 社 工 部
Manhattan / 曼哈頓  (212) 226-1661
Queens / 皇后區  (718) 886-1212

Need Health Insurance? We Can Help! / 協 助申請 購 買 健 保
Manhattan / 曼哈頓  (212) 226-8339
Queens / 皇后區  (718) 886-7355

The Charles B. Wang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encourages electronic or print redistribution 
of this material for non-profit purposes, provided that you acknowledge this material as the 
health center’s work product. Unauthorized, for profit redistribution is not allowed.  

The content of this brochure has been reviewed by clinical staff.  The content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professional medical advice.  See your doctor if you have questions about a medical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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